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百隆东方                                 股票代码：601339 
债券简称：16 百隆 01                                债券代码：136645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二东路1号 ）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6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 栋第18-21层及第

04层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2017年6月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重要声明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百

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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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投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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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6 年 2 月 2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32 号”核准，百隆东方

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 26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6 百隆 01；136645。 

四、发行主体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六、发行规模 

16 亿元。 

七、本期债券发行利率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55%。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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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首日或起息日 

2016 年 8 月 22 日。 

十、利率上调选择权及回售情况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

施办法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票面金额

回售给发行人，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

成回售支付工作。 

十一、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二、发行时的信用级别 

2016 年 8 月 15 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三、跟踪评级结果 

根据相关要求，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

人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暂未

公告跟踪评级结果。 

十四、债权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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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所募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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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6 年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ROS EASTERN CO., LTD 

法定代表人：杨卫新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资本：1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二东路 1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4 月 2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工程用特种纺织品、纺织品、纺织服装、工艺玩具、体育用品生

产；棉、麻种植；普通货物仓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涉

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所属行业：纺织行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百隆东方 

股票代码：601339 

二、发行人 2016 年经营情况 

发行人作为国内领先的色纺纱生产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色纺纱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发行人以自制生产为主、委托外协加工为辅，通过特有的“小批量、

多品种、快速反应”经营模式，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全系列、多品种、质量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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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棉品种为主的色纺纱线，并获得海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2016 年，在全球经济低迷、市场需求偏弱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纺织行业深入

推进转型升级，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纺织行业全年实现平稳增长，行业盈

利能力稳定，运行质量持续改善，但企业成本负担依然较重，行业面临较大发展

压力。在此背景下，发行人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专注以高品质色纺纱

产品提供给客户，2016 年纱线销售 17.15 万吨。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7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08%；实现净利润 6.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5.67%。报告期内，公司位列 2015/16 年度棉纺竞争力百强企业（位列第三名）；

同时入选 2015-2016 年度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 500 强。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 1,153,957.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3.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9,653.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30%；

资产负债率 36.77%，较上年同期减少 2.41 个百分点。 

2016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47,167.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97.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67%；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85.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7,377.82 万元。2016 年

发行人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均为 0.40 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较上年同期增加 3.16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较上年同期增加 3.53 个百分点。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153,957.07 1,118,124.22 3.20% 
负债合计 424,303.92 438,110.32 -3.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9,653.15 680,013.90 7.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29,653.15 680,013.9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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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547,167.38 501,603.84 9.08% 
营业成本 452,300.99 410,043.49 10.31% 
营业利润 63,560.57 35,640.89 78.34% 
利润总额 66,856.99 39,914.56 67.50% 
净利润 60,497.57 36,516.17 65.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497.57 36,516.17 65.6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85.01  11,407.19  127,377.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59.62  35,373.70      -128,333.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94.31  30,770.49       -99,664.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05.81  70,526.31       -75,6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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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32 号”核准，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26 亿元的公司债券。根据《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面向合格投资者）》，本期公开发行的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并设有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 6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全部采用

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 16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3.55%。本期债券的募集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不超过 7 亿元偿还境内外银行借款，以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运营和拓展的需要。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发行人已

将募集资金中的 7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补充营运资金，本期公司债

券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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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2016 年度内，公司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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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8 月 22 日，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日

每年 支付一次。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2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的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尚未期满一个计息年度 ，不涉及

债券本息偿付事项。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 
 

11 
 

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暂未公告跟踪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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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6 年，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华敬东先生，证券事务代表为周立雯女士，未发

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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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为维护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聘请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双方签署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

理人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

监督。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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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