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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年度）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

（五）》、《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阳

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 、“发行人” 或“公司” ）提供的证明文

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 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一）债券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go� Group�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40号” 文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 或“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28亿元的公司债券。2015年7月31日， 发行人成功发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15阳房01” ，债券

代码“112260”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5亿元，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

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

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

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

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

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7月30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

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30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7月30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7月30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7月30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0年7月30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7月30日至2020年7月30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7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

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阳光城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阳光城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配售规则：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

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当所有投资者的累计有效申购金额超过

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

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15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各

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质押式回购：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符合

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

行。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主要包括承销

费用、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拟补充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

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一）债券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go� Group�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40号” 文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 或“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28亿元的公司债券。2015年8月13日， 发行人成功发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15阳房02” ，债券

代码“112267”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3亿元，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

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

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

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

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8月12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权登记日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执行。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

持本期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8月12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8月12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8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8月12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0年8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8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2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12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

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

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阳光城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阳光城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配售规则：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

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当所有投资者的累计有效申购金额超过

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

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13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各

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质押式回购：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符合

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执行。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主要包括承销

费用、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

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一）债券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go� Group�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96号” 文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 或“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26亿元的公司债券。2016年8月30日， 发行人成功发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

券简称“16阳城01” ，债券代码“112436”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3亿元，期限为5年

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本期债券

尚在存续期内。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

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

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

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

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

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8月29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

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8月29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8月29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8月2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9年8月29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8月2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8月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8月29日至2021年8月29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8月29日至2019年8月29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

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

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阳光城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阳光城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配售规则：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

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当所有投资者的累计有效申购金额超过

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

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13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各

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质押式回购：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执行。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主要包括承销

费用、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

款。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

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

期）

（一）债券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go� Group�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96号” 文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 或“发行人”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26亿元的公司债券。2016年9月27日， 发行人成功发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16阳城02” ，债券

代码“112452”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3亿元，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3亿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

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

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

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

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

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

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9月26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

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9月26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9月26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9月2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9年9月26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托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9月2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9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9月26日至2021年9月26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6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

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

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阳光城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阳光城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配售规则：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

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当所有投资者的累计有效申购金额超过

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

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13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包销，各

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质押式回购：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执行。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主要包括承销

费用、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费用等。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

款。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

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 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 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

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报

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受托管理

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

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15阳房01” 、“15阳房02” 、“16阳城01” 及“16阳城02”均无增信机制。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

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

集资金。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2019年1月16日公告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于2019年6月28日公告了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8年度）》。

受托管理人于2019年7月3日公告了《关于召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 于2019年7月16日召开本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债券存续期限的议

案》、《关于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回售登记期的议案》；于2019年

7月3日公告了《关于召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2019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7月16日召开

本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债券存续期限的议案》、《关于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回售登记期的议案》。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 受托管理人已督促15阳房01、15阳房02、16阳城01、16阳城02按期足额

付息/兑付，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

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第三节 阳光城2019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阳光城概况

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腾蛟

设立日期：1991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4,050,073,315.00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4,089,980,515.00元人民币

住所：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发路8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

A股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股票简称：阳光城

A股股票代码：000671.SZ

所属行业：房地产开发

经营范围：对外贸易（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的商品和技术）；电力生产，代购代销

电力产品和设备；电子通信技术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开发，农业及综合技术开发；基础

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百

货，针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重油（不含成品油）、润

滑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化肥的销售；对医疗健康行业的

投资及投资管理；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64371W

二、阳光城历史沿革

（一）发行人改制与设立情况

阳光城前身为1991年8月成立的福建省石狮新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狮

新发” ）。石狮新发是由福建省新湖集团公司、石狮新湖工贸公司和石狮市开发企业

（服装）有限公司三家乡镇企业联合发起，经福建省体改委闽体改[1991]010号文批准

成立，并经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闽银函（1991）118号文批准，采用募集方式设立

的股份制企业，设立时总股本为8,000,000股，注册资本8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

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万股） 占比（%）

发起人股 300.00 37.50

募集法人股 18.00 2.25

内部职工股 482.00 60.25

合计 800.00 100.00

（二）上市前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石狮新发设立后， 经过1992年的增资扩股及配股、1993年的增资扩股及股权转

让、1994年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吸收合并式的增资扩股、1995年的配股后， 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万股） 占比（%）

发起人股 1,921.60 36.13

募集法人股 2,011.03 37.81

内部职工股 1,385.95 26.06

合计 5,318.58 100.00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福建省体改委函（1996）13号和福建省证券委闽证委（1996）18号文，石狮

新发内部职工持有的1,385.95万股使用福建省1995年股票发行额度上市，并转为社会

公众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6）375号文批准，并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交易所深证发（1996）第482号《上市通知书》，石狮新发于1996年12月18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完成后，石狮新发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非流通股份 3,932.63 73.94

发起人股 1,921.60 36.13

募集法人股 2,011.03 37.81

二、可流通股份 1,385.95 26.06

人民币普通股 1,385.95 26.06

合计 5,318.58 100.00

上市完成后，石狮新发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1 福建省新湖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9.60 29.51

2 福建省华恒鞋帽进出口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0.54 15.24

3 泉州元鸿手袋鞋帽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1.26 6.60

4 石狮市仕林服装工艺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78 5.17

5 石狮市闽南羽绒服装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78 5.17

6 深圳松明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68 4.24

7 福建省石狮新湖工贸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00 3.61

8 石狮市开发企业服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00 3.01

9 泉州市华龙制鞋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95 1.03

10 王伟俦 境内自然人 24.77 0.47

合计 3,914.36 74.05

（四）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1、1997年，实施分红

经石狮新发第七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石狮新发于1997年7月25日实施1996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1996年12月31日石狮新发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送2股红股，共送红股10,637,154股。

本次送红股完成后，石狮新发总股本增至63,822,924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非流通股份 4,719.15 73.94

发起人股 2,305.92 36.13

募集法人股 2,413.23 37.81

二、可流通股份 1,663.14 26.06

人民币普通股 1,663.14 26.06

合计 6,382.29 100.00

2、1998年，实施配股

经福建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闽证监（1998）9号文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8）39号文复审通过，石狮新发于1998年6月15日实施了配股

方案，以每股7.50元的价格向流通股东配售4,157,856股，全部非流通股东均放弃配股。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31,183,920元，扣除配股相关费用1,009,449.93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30,174,470.07元。经厦门会计师事务所[1998]厦会验字第01号验资报告审验，截

至1998年7月13日上述配股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本次配股完成后，石狮新发总股本增至67,980,780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非流通股份 4,719.15 69.42

发起人股 2,305.92 33.92

募集法人股 2,413.23 35.50

二、可流通股份 2,078.93 30.58

人民币普通股 2,078.93 30.58

合计 6,798.08 100.00

3、1999年，实施分红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石狮新发第七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石狮新发于1999年4月12日实施了1998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1998年12月31日石狮新发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送2股红股，同时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本次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 石狮新发总股本增至95,173,092股，股

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非流通股份 6,606.81 69.42

发起人股 3,228.29 33.92

募集法人股 3,378.52 35.50

二、可流通股份 2,910.50 30.58

人民币普通股 2,910.50 30.58

合计 9,517.31 100.00

4、2002年，大股东股权转让及公司更名

2002年4月12日，石狮新发第一大股东福建省新湖集团公司与阳光集团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石狮新发法人股26,369,280股转让给阳光集团，转让价格为每

股1.93元，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5,083万元。2002年5月20日，双方完成股权过会。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阳光集团持有公司26,369,280股法人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27.71%，

成为石狮新发第一大股东，福建省新湖集团公司不再持有石狮新发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石狮新发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情况

（万股）

占比（%）

1 福建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6.93 27.71

2 福建华恒鞋帽进出口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1.71 14.31

3 泉州元鸿手袋鞋帽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0.11 6.20

4 福建省新湖集团科技信息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9.65 3.99

5 福建省石狮市华新经济发展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7.63 3.97

6 北京瑞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63 2.69

7 福建省石狮市闽南羽绒服装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00 2.16

8 无锡市华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55 2.11

9 福建省石狮市迅达运输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00 1.62

10 上海普劳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00 1.37

合计 6,292.21 66.11

本次股权转让及控股股东变更完成后， 经200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04年2月17日更名为 “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发

展” ）。2004年3月19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简称由“石狮新发” 变更为

“阳光发展” ，股票代码不变，为“000671” 。

5、2006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1）阳光集团收购公司股权

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阳光城列入第二十四批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由

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阳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质押给银行， 为尽快推进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工作， 阳光集团拟通过受让公司第三大股东杭州哲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哲慧” ）所持有的阳光发展股份，为实现向流通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创造条件和提供来源。根据阳光集团与杭州哲慧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杭州哲

慧以每股3.3元的转让价格，将其所持有的5,316,337股非流通股（占阳光发展当时总

股本的5.59%）转让给阳光集团，合计转让价款为17,543,912元。

2006年5月19日，阳光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2006年6月，中国证监会作出了《关于同意豁免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2006]

107号），同意豁免阳光集团因增持公司5,316,337股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中国证监会豁免邀约收购义务后，阳

光集团与杭州哲慧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阳光集团持有阳光发展31,685,

617股，持股比例为33.2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哲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5月19日，阳光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2006年7月17日，阳光城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股权分置改革

前的流通总股本29,104,995股为基数，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2006年7月1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送1股，原非流通股股东向流

通股股东共执行2,910,499股的对价安排，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

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权分置换改革完成后，阳光城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315.76 66.36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6,315.76 66.36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1.55 33.64

人民币普通股 3,201.55 33.64

合计 9,517.31 100.00

6、2008年，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08年12月8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2008]1338号《关于核准福建阳光实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东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福建康田

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阳光城以14.80元/股的发行价格向阳

光集团发行9,778,121股人民币普通股、向阳光集团子公司东方信隆发行35,459,341股

人民币普通股、向阳光集团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发行27,091,179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

上述发行对象的相关资产。

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资金

进行了审验，根据闽信审字（2008）G78号《验资报告》，截至2008年12月15日，阳光城

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72,328,641.00元，其中阳光集团以其持有的福

州汇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为出资， 出资额为人民币9,778,121.00元；东

方信隆以其持有的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作为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35,459,341.00元； 康田实业以其持有的福州开发区华康实业有限公司59.7%股权和福

州康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为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27,091,179.00元。阳

光城于2008年12月15日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72,328,641股股份的登

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阳光城总股本增至167,501,733股，股本结构

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92.60 70.40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1,792.16 70.40

境内自然人持股 0.44 0.00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957.57 29.60

人民币普通股 4,957.57 29.60

合计 16,750.17 100.00

经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更名为“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09年6月1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简称由“阳光发展”

变更为“阳光城” ，股票代码不变，为“000671” 。

7、2010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阳光城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阳光城于2010年4月19日实施了200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7,501,7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

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335,003,466股，股本结构如

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626.88 43.66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4,625.90 43.66

境内自然人持股 0.98 0.00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8,873.46 56.34

人民币普通股 18,873.46 56.34

合计 33,500.35 100.00

8、2010年，实施分红

经阳光城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阳光城于2010年9月16日实施了

2010年度中期权益分派方案， 以截至2010年6月30日的公司总股本335,003,46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6股红股。

本次送红股完成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536,005,545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403.01 43.66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3,401.44 43.66

境内自然人持股 1.57 0.00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97.54 56.34

人民币普通股 30,197.54 56.34

合计 53,600.55 100.00

9、2013年，实施分红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阳光城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阳光城于2013年5月14日实施了201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536,005,545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送6股红股，同时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

本次送红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 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1,018,410,535股，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01.11 0.88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86.93 0.48

境内自然人持股 414.18 0.41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939.94 99.12

人民币普通股 100,939.94 99.12

合计 101,841.05 100.00

10、2013年，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

根据阳光城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总计可行权25,621,500份股票期权（即25,621,500股）。截至2013年12月31日，股权激

励第二期行权已实施完毕。

上述股票期权行权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1,044,032,035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49.39 1.77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86.93 0.47

境内自然人持股 1,362.46 1.30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553.81 98.23

人民币普通股 102,553.81 98.23

合计 104,403.20 100.00

11、2014年10月，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部分）

根据阳光城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总计可行权24,196,500份股票期权（即24,196,500股）。截至2014年10月28日，阳光城

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象累计行权8,554,500份股票期权

（即8,554,500股）。

上述股票期权行权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1,052,586,535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944.84 1.85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86.93 0.46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57.91 1.39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313.82 98.15

人民币普通股 103,313.82 98.15

合计 105,258.65 100.00

12、2014年，实施非公开发行

2014年7月25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2014]710号《关于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阳光城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8,471,000股新

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合计228,470,999股，发行价格11.38元

/股。其中，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配22,847,100股，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

配22,847,100股，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配22,847,100股，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获配70,298,769股，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50,087,873股，新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获配39,543,057股。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10月27日出具的立信中联

验字 （2014）D-0012号 《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99,999,

968.62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8,534,160.85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31,465,

807.77元。 阳光城于2014年11月5日就非公开发行事宜办理完成新增228,470,999股股

份的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阳光城总股本为1,281,057,534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4,791.94 19.35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3,334.03 18.21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57.91 1.14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313.82 80.65

人民币普通股 103,313.82 80.65

合计 128,105.75 100.00

13、2014年11月，股权激励第二期行权

根据阳光城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总计可行权24,196,500份股票期权（即24,196,500股），其中2014年10月已行权8,554,

500份股票期权（即8,554,500股）。

14、2015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经阳光城2015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阳光城实施2015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以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阳光城的总股本1,296,699,53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3,241,748,835股，股本结构

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情况（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2,342.40 19.23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58,335.08 17.99

境内自然人持股 4,007.33 1.24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61,832.48 80.77

人民币普通股 261,832.48 80.77

合计 324,174.88 100.00

15、2015年，实施非公开发行

2015年11月9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2015]2480号《关于核准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阳光城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30,519,48股新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合计730,519,480股，发行价格6.16元/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上海嘉闻，系中民嘉业全资子公司，共认购730,519,

480股股份。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10月27日出具的立信中联

验字 （2015）D-0054号 《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

996.8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8,592,551.89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51,407,

444.91元。阳光城于2015年12月30日就非公开发行事宜办理完成新增730,519,480股股

份的登记手续。

截至2015年12月31日，阳光城总股本为4,014,397,315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276.60 19.50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4,269.28 18.5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007.33 1.00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3,163.13 80.50

人民币普通股 323,163.13 80.50

合计 401,439.73 100.00

16、2013-2015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实施增持股份计划

2013年10月31日公司发布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吴洁女

士自2013年10月30日起在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截至2014年1月15日，上述增持已经实施完成，阳

光集团及吴洁女士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801,857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此次增持

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2014年10月14日公司发布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吴洁女士

自2014年11月1日起在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并且自2014年11月1日起6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股票比

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50%。

2015年4月11日公司发布公告， 受公司股票停牌及定期报告披露等事项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述阶段性增持计划无法在2015年4月30日前实施完成。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共同承诺，阶段性增持计划的期限在公司股票复牌

后顺延，顺延时间不超过3个月，其余承诺事项不变。上述承诺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6月27日公司发布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 （含全资子公司东方信

隆）及实际控制人吴洁女士已完成阶段性增持承诺，此次合计增持19,456,439股，占上

述公告当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

2015年11月3日公司发布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 （含全资子公司东方信

隆）及实际控制人吴洁女士自2014年11月1日以来的12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股份19,456,439股

（除权前），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每10股转增1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后，上述增持股

份数除权后为48,641,0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17、2016年9月，股权激励第三期行权

根据阳光城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经考核合格的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77,805,000份股票期权（77,805,000股）。行权后，阳光城总股本增加至4,

050,073,315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0,284.46 19.82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4,269.28 18.34

境内自然人持股 6,015.18 1.49

外资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4,722.88 80.18

人民币普通股 324,722.88 80.18

合计 405,007.33 100.00

18、2017年4月，控股股东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2017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拟成立信托计划，并通过

该信托计划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自2017年5月2日起在12个月内拟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8100万股，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截

至2017年7月2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1,000,004

股，按承诺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19、2018年10月，控股股东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2018年10月12日公司发布公告， 阳光集团或东方信隆或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拟

于2018年10月29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不少于本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2%。

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3月18日期间， 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增持公司股份42,

956,885股，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06%。

20、2019年6月，控股股东同一控制的主体间股票转让

阳光集团实质控制的其所成立的陕国投·阳光财富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于2019年6月20日到期， 阳光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承接阳光财富1号所持有的全部股

票16,533,917股。

截至2019年9月30日， 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00,784,6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46%。

21、2020年1月，控股股东同一控制的主体间股票转让

阳光集团实质控制的致恒铂金14号计划于2020年2月8日到期， 阳光集团于2020

年1月8日通过大宗交易承接致恒铂金14号持有的全部股票21,039,458股。

22、2020年1-3月，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内获得行权资格，因部分激励对象进行行权，截至2020

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092,755,515股。

三、阳光城2019年度经营情况

1、业绩水平

2019年度，发行人全口径销售金额达到2,110.31亿元，权益销售金额（合并报表项

目*权益比例+联营项目*权益比例）1,351.43亿元，同比增长14.21%；当期实现结算营

业收入610.49亿元，同比增长8.11%；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20亿元，同

比增长33.21%。

2、资产规模

截至2019年末，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3,075.5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6.76%；公司账

面预收款项801.06亿元，同比增长28.95%。

3、盈利能力

2019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净利率比上年期期末提0.16个百分点达到7.08%，合并报

表归母净利润率提升1.24个百分点至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提升2.54个百分

点至18.92%。

4、土地储备

本报告期发行人共以权益对价491.77亿元合计补充土地储备面积约937.10万平

方米，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土地储备总计4,101.20万平方米，其中一二线城市预

计未来可售货值占比72.60%（预计未来可售货值占比85.80%），累计成本地价4,355.78

元/平方米。

5、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经营模式以自主开发经营为主，开发业

态包括住宅、办公和商业等。公司开发项目以销售为主，同时持有部分物业以丰富公

司存货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2019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合计5,999,786.03万元，

其中房产销售收入5,875,274.19万元，占比97.92%。

2019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2019年

金额 比例

房地产业务 5,875,274.19 96.24%

其中：房地产销售 5,875,274.19 96.24%

商品贸易 - -

物管收入 77,113.48 1.28%

酒店收入 16,822.44 0.28%

建工板块收入 30,575.93 0.50%

其他业务收入 105,151.10 1.72%

合计 6,104,937.13 100.00

近年来发行人的房地产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同时，房地产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也保持在96%以上。随着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和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稳

步发展，未来公司房地产业务将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

四、阳光城2019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 27,249,906.89 23,537,574.90 15.77

非流动资产 3,505,281.50 2,802,087.74 25.10

资产总额 30,755,188.39 26,339,662.64 16.76

流动负债 17,675,801.58 15,683,830.82 12.70

非流动负债 7,989,508.87 6,552,851.37 21.92

负债总额 25,665,310.45 22,236,682.20 15.42

净资产 5,089,877.94 4,102,980.44 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4,442.19 2,297,870.61 16.39

总股本（元） 408,199.66 405,007.33 0.79

截至2019年末，阳光城资产总额为30,755,188.39万元，较2018年末增加16.76%。其

中，流动资产为27,249,906.89万元，较2018年末增加15.77%；非流动资产3,505,281.50

元，较2018年末增加25.10%。负债总额为25,665,310.45万元，较2018年度增加15.42%。其

中，流动负债为17,675,801.58元，较2018年末增加12.70%；非流动负债7,989,508.87元，

较2018年末增加21.92%。

（下转B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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