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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2020 年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通证券”或“本公司”）作为 2020 年广安金

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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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发

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出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判断，对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 

本公司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

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建安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蒋德澍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理财、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

咨询，增信服务等。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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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广

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20 广安金财债/20 广金债”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1】047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向有关

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本期债券于2020年8月4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20广安金财债”，证券代码为2080190.IB；于2020

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20广金债”，证券代码为152525.SH。 

（二）付息、兑付（如有）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7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

存续期第 3、4、5、6、7 计息年度末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额偿还

债券本金，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 7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支

付第 1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4,013.30 万元。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6.70 亿元，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 4.02 亿元用于西部硅谷建设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财政厅 

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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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况。 

（四）2021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国货币网（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021 年度披露情况如下： 

1、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 8 月 31 日）； 

2、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2021 年 8 月 31 日）； 

3、2020 年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

告（2021 年 7 月 22 日）； 

4、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2021 年

6 月 24 日）； 

5、2020 年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发行

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1 年 6 月 21 日）； 

6、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及“20 广安金财债 20 广金

债”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1 年 6 月 3 日）； 

7、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

告（2021 年 4 月 30 日）； 

8、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 4 月 29 日）； 

9、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含

担保人财务报表）（2021 年 4 月 29 日）； 

10、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1 年 4 月 29 日）。 



 4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2）第 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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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1、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1,495,318.81 1,320,365.60 

流动负债合计（万元） 462,540.03 334,397.70 

流动比率 3.23 3.95 
速动比率 1.11 1.18 

资产负债率（%） 50.94 48.63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

为 3.95 和 3.23，速动比率分别为 1.18 和 1.11，短期偿债能力保持稳定。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来看，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

为 48.63%和 50.94%，长期偿债能力保持正常水平。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整体债务结构较为合理，相关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

化，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 

2、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153,630.13 128,358.80 
营业成本 141,730.95 109,082.38 
利润总额 14,965.22 16,085.08 
净利润 10,213.40 13,542.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09.72 8,24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33.48 -130,303.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754.18 -132,965.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301.32 278,497.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514.10 15,2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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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53,630.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69%，

主要系贸易业务、广告制作及文化服务业务和公交及交通运营业务三个板块的收

入较大幅度增加所致；实现利润总额 14,965.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96%；

实现净利润 10,213.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4.58%，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309.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32%。2021 年度，发行人总体收入

状况稳定，盈利能力优良。 

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8,033.48 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55.46%，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了 127,671.52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754.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8.74%，

主要原因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了 62,732.38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214,301.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3.05%，主要原因系吸收投资收到

的现金减少了 112,012.53 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稳定，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贸易业务、售房业务、

施工业务等，净利润有所下降，现金流未出现较大不利变动，发行人主营业务收

入为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
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

期限 
发行总额 

（亿元） 
票面利率
（%） 到期兑付日 

私募
债 

广安金财投融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1-12-17 3 年 5.00 6.20 2024-12-17 

一般
企业
债 

2020 年广安金财投融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07-30 7 年 6.70 5.99 2027-07-30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 

本期债券由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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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曾用名：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 1 栋 2 单元

9 层 911 号 

法定代表人：蒋刚 

注册资本：40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增进服务；信用增进的评审、策划、咨询、技术推广；

信用产品的创设和交易；资产投资、投资策划、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及资产受托

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会议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府增信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成立，目前主要以基础类信用增进业务、直接

投资业务、集优信用增进业务、可选择信用增进合约和加强型增信业务为主。作

为四川省政府主导设立的省级信用增进公司，担保人以支持全省企业拓宽债券融

资渠道为经营目标，在品牌建设和业务开展中获得了省政府较大的支持。基于雄

厚的股东背景，担保人目前与五大国有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具有债券主

承销资格的银行，以及多家大型证券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855,786.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1,213.8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44,572.76 万元。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530,4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0,744.11 万元。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 月 29 日出具的《2022 年

度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2]0352M），担保

人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担保人的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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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引用的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

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

参照担保人 2021 年度完整的年度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度） 2020 年末（度） 
资产总计 855,786.58 772,679.66 
负债总计 211,213.82 150,659.8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44,192.24 621,690.29 
营业收入 69,530.43 53,334.44 
净利润 60,795.08 57,659.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0,744.11 57,63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97.98 35,133.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49.76 -100,422.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6.03 106,195.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32,842.19 40,906.34 

（四）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担保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情况如下： 

债券
品种 债券全称 起息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总额

（亿元） 
票面利
率（%） 

到期兑付
日 

私募
公司
债 

天府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 

2020-11-03 3 年
（3+N） 5.00 4.90 2023-11-03 

私募
公司
债 

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06-29 3 年
（3+N） 10.00 4.80 2023-06-29 

私募
公司
债 

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04-30 
5 年 

（3+2） 
5.00 3.20 2025-04-30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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