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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14 年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发改

办财金【2011】1765 号”文的有关规定，对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2020 年度的履约情

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海宁市海洲路89号 

注册时间：2008年1月8日 

注册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倪生其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房屋拆迁；受政

府委托从事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和利用、土地收储；城镇有机更新（建

设、开发）；商贸服务项目的投资开发（以上涉及资质的凭有效资质

证书经营）。 

二、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发行人：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4年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简称“14海宁城投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13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7年期，票面利率为5.58%。 



 

（五）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

券存续期内，从第3个计息年度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20%、20%、

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期债券存续期后5年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

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

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起息日期：本期债券自发行日开始计息，债券存续期限内

每年的10月22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七）担保方式：无担保。 

（八）最新信用级别：2021年6月28日，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综合评定，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级。 

（九）发行方式和对象：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以簿

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发行。承销团

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发行的对象为持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A股证券

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十）监管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十一）债权代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登记托管：投资者认购的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



 

点发行的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投

资者认购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记载。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014年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其他主管部门申请

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发行人于2014年10月22日，成功发行13

亿元公司债券。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共13亿元，全部用于海宁市列入《2013年浙江

省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建设项

目，属于《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企业债券支持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3]2050号）中的“城市棚户区改造”类保

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其中，海宁市群利三期安置房工程（月亮湾）拟

使用募集资金4亿元，海宁市城南大道南侧安置房一期工程拟使用募

集资金9亿元。上述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

途一致。以下为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度 占总投资额的比例 占募集资金的比例 

群利三期安置房工

程（月亮湾） 
11.02 4 36.30% 30.77% 



 

城南大道南侧安置

房一期工程 
22.57 9 39.88% 69.23% 

合计 33.59 

33.59 

13 

13 

76.18% 

- 

100% 

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发行人实

行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仅

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为充分有效

地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在账户监管人处设立“偿

债账户”。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本息兑付工作将通过偿债账户完成，

发行人偿债资金一旦划入偿债账户，仅可以用于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

利息和到期支付本金。债券存续期的第一年至第二年发行人应提取当

期应付债券利息作为偿债资金；债券存续期的第三年至第七年，发行

人应分别提取债券发行总额的20%以及当期应付债券利息作为偿债资

金。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付息日或兑付日前10个工作日提取偿债资金

存入偿债账户，并将切实保障偿债资金按时、足额提取。 

（三）还本付息情况 

（1）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

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从第3个计息年度开始，逐年分别按照发行

总额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本期债券存续

期后5年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

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

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2）2020年还本付息情况：2020年10月22日完成本次本息兑付，



 

偿还本金26,000万元，偿还利息2,901.6万元。 

（四）信息披露情况 

2020年4月30日，发行人披露2019年财务报告； 

2020年8月24日，发行人披露《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发行人相关信息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媒体披露。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20年度的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并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4743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

特别说明，均引用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

当参照发行人2020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发行人2019-2020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计 3,607,382.23 3,261,104.48 

  流动资产合计 2,458,430.17 2,328,067.13 

负债合计 1,772,086.13 1,557,659.29 

  流动负债合计 841,326.95 531,494.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35,296.10 1,703,445.20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390,665.75 293,011.42 

利润总额 20,220.63 22,890.64 

净利润 18,380.40 20,112.81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7.07 7,216.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444.47 -85,135.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900.53 -30,679.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197.67 -108,598.43 

发行人2019-2020年财务主要数据和指标 

单位：见下表 

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流动比率（倍数） 2.92 4.38 

速动比率（倍数） 0.65 0.90 

资产负债率（%） 49.12% 47.76% 

EBITDA利息倍数 0.54 0.56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目前发行人经营业务主要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销售和燃

气销售等，具体业务由下属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承担。 

2020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共计390,665.75万元，较2019年增长

为33.33%；实现净利润18,380.40万元，较2019年减少-8.61%，主要

原因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业务波动导致。从短期偿债指标来

看，发行人2019年和2020年的流动比率分别为4.38和2.92，速动比率

分别为0.90和0.65，两者均有所减少，主要系流动负债增加所致。从

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2019年和2020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76%和49.12%，资产负债率趋于稳定，略有上升。综合来看，发行

人长期偿债能力较好。综上所述，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有持续稳



 

定的盈利能力，现金支付正常，能够对未来偿债提供可靠保证。 

 

四、发行人最新债券发行情况 

除本期债券外，发行人公开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债券信息如下: 

证券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私募债 178305.SH 21海城 01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中期票据 102100138.IB 21海宁城投MTN001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中期票据 102100134.IB 21海宁城投MTN002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私募债 166720.SH 20海城 01 正常付息 

中期票据 102002157.IB 20海宁城投MTN001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短期融资券 042000437.IB 20海宁城投 CP002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短期融资券 042000129.IB 20海宁城投(疫情防控债)CP001 尚未到达付息兑付期 

中期票据 101901186.IB 19海宁城投MTN002 正常付息 

中期票据 101900425.IB 19海宁城投MTN001 正常付息 

一般企业债 
1880242.IB 

152006.SH 

18海宁城投债 

18海宁债 
正常付息 

私募债 135610.SH 16海宁 01 正常付息 

一般企业债 
1480539.IB 

127010.SH 

14海宁城投债 

PR海城投 
正常付息 

 

五、担保人最新情况 

无。 

综上所述，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正常，负债水平不高、负债结构

较为合理，发行人报告期内EBITDA利息保障倍数保持稳定，对长期债

务有一定的保障能力。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也为公

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总体上发行人对本期债券本息

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http://114.80.154.45/BondWeb/RelevantSecurity/!COMMANDPARAM(3401,WindCode=102002157.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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