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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 2014 年第一

期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新昌债 01”

或“PR 新昌 01”）、2014 年第二期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14 新昌债 02”或“PR 新昌 02”）的主承销商，按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报

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审

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

及发行人向国信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国信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情况

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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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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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全称 
2014 年第一期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4 新昌债 01 

上海证券交易所： PR 新昌 01 

发行人名称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7 年，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本金兑付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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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规模 人民币 6.00 亿元 

债券存量 人民币 1.20 亿元 

担保情况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债项 A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债券全称 
2014 年第二期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4 新昌债 02 

上海证券交易所： PR 新昌 02 

发行人名称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7 年，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本金兑付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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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发行规模 人民币 6.00 亿元 

债券存量 人民币 1.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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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债项 A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2020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14 新昌债 01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6 亿元,全部用于项目

建设。截至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 6 亿元。其中 1.1 亿元用于新昌县高

新园区南岩五四区城道路配套建设工程项目，1.4 亿元用于新昌县七星

新区路网建设工程项目，1.4 亿元用于新昌工业园区大市聚区块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项目，0.5 亿元用于新昌县鼓山西路北侧地块拆迁安置房建

设工程项目，1.6 亿元用于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至澄潭段改建工程。

目前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要求使用完毕。 

2、14 新昌债 02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6 亿元人民币，用于

5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截至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 6 亿元。其中 1.1

亿元用于新昌县高新园区南岩五四区城道路配套建设工程项目，1.4 亿

元用于新昌县七星新区路网建设工程项目，1.4 亿元用于新昌工业园区

大市聚区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0.5 亿元用于新昌县鼓山西路北侧

地块拆迁安置房建设工程项目，1.6 亿元用于秀洲至路桥公路新昌梅渚

至澄潭段改建工程。目前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要求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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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上一年的应付本息。发

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付息兑付公

告，并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2020/05/25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 

2 2020/05/22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体信用评级

发生变化的公告(更正后) 

3 2020/5/22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体信用评级

发生变化的更正公告 

4 2020/05/21 
浙江省新昌县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主体信用评级

发生变化的公告 

三、2020 年度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20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

字[2021]310Z0635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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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资产总计 8,188,607.42 6,036,516.49   

其中：流动资产 5,332,732.79 4,065,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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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其中：存货 3,709,464.40 2,699,224.80  

非流动资产 2,855,874.63 1,971,382.23   

负债合计 5,273,398.10 3,836,336.97   

其中：流动负债 1,599,571.07 1,315,311.96   

非流动负债 3,673,827.03 2,521,025.01   

股东权益合计 2,915,209.32 2,200,179.52  

流动比率（倍） 3.33 3.09 

速动比率（倍） 1.01 1.04 

资产负债率 64.40% 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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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020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8,188,607.42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2,152,090.93 万元。2020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2,855,874.63 万元，

占资产的 34.88%，较 2019 年末增加 884,492.40 万元。发行人流动资产

5,332,732.79 万元，占资产的 65.12%，较 2019 年末增加 1,267,598.54 万

元。 

2020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5,273,398.10 万元，较 2019 年末增加

1,437,061.13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2020 年末，发行人

非流动负债 3,673,827.03 万元，占负债的 69.67%，较 2019 年末增长

1,152,802.01 万元。2020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 1,599,571.07 万元，占

负债的 30.33%，较 2019 年末增加 284,259.11 万元。 

2020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3.33 倍、1.01 倍，与 2019

年末相比发行人速动比率有所下降；2020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64.40%，较 2019 年末有所上升。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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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是物资销售收入、水费销售收入、工程代建收

入和安置房销售收入等。2020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63,013.43 万元，

较 2019 年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发行人 2020 年物资销售收入较 2019

年有大幅上升。2020 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783.41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0.49%。 

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17,362.58 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 年变动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大幅上升所致。2020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67,090.05 万元，较 2019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主要系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减少。2020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5,823.63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大幅上升，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大幅上升所致。 

四、担保人相关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名称：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2021 年 6 月 16 日评级为 AAA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63,013.43 258,973.40  

营业成本 336,345.02 251,591.44  

利润总额 42,116.59 31,132.61  

净利润 36,391.46 28,609.2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783.41 28,86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362.58 -395,860.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090.05 -191,370.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5,823.63 465,6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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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担保人 2020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

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243993_A01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

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

当参照担保人 2020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度 2019年末/度 

资产总计 2,585,184.33 2,651,309.70 

股东权益合计 1,164,183.84 1,066,727.69 

资产负债率 54.97% 59.77% 

营业收入 389,497.26 229,655.97 

营业利润 125,176.02 97,023.92 

利润总额 124,977.28 97,042.07 

净利润 83,407.04 83,08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37.82 -35,554.11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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