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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 2015 年河池市

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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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

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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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5 河池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PR 河池债 

发行人名称 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7 年期，本期债券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

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

行总额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 

发行规模 7 亿元 

债券存量 1.40 亿元 

担保情况 无担保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时间：2022 年 6 月 12 日 

债项 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2021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5 河池债”募集资金 7.00 亿元，《募集说明书》中原定用于老虎

山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1.00 亿元和人民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6.00 亿

元。后经 2018 年 11 月 1 日 2015 年河池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为“用于老虎山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4.00 亿元和人民厂棚户区改造

建设项目 3.00 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5 河池债”已使用 7.00 亿元，其中用于老虎

山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4.00 亿元和人民厂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3.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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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合用途规定。 

（二）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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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权行使情况（如有）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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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21 年度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21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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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

证审字[202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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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偿债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计 1,294,774.10 1,265,914.26 

其中：流动资产 1,260,799.99 1,237,417.63 

      其中：存货 708,260.27 708,095.02 

非流动资产 33,974.11 28,496.63 

负债合计 349,895.43 322,360.70 

其中：流动负债 188,706.75 134,519.21 

非流动负债 161,188.68 187,8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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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股东权益合计 944,878.67 943,553.56 

流动比率（倍） 6.68 9.20 

速动比率（倍） 2.93 3.93 

资产负债率 27.02 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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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1,294,774.10 万元，较 2020 年末增加

28,859.84 万元。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1,260,799.99 万元，占资产

的97.38%，较2020年末增加23,382.36万元。发行人非流动资产33,974.11

万元，占资产的 2.62%，较 2020 年末增加 5,477.48 万元。 

2021 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 349,895.43 万元，较 2020 年末增加

27,534.73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

债 188,706.75 万元，占负债的 53.93%，较 2020 年末增长 54,187.54 万

元。2021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负债 161,188.68 万元，占负债的 46.07%，

较 2020 年末减少 26,652.81 万元。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6.68 倍、2.93 倍，与 2020

年末相比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下降；2021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27.02%，较 2020 年末有所上升。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733,308.34 72,585.72 

营业成本 726,385.31 65,540.32 

利润总额 1,049.99 5,813.46 

净利润 559.01 4,7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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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是商业贸易、政府委托代建、物业收入等。2021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733,308.34 万元，较 2020 年增长 660,722.62 万

元，主要原因是发行人 2021 年商业贸易收入较 2020 年有大幅上升。

2021 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5.05 万元，较 2020 年

下降 88.30%。 

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411.58 万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20 年下滑，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均大幅增长所致。2021 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54.24 万元，较 2020 年大幅下降。

2021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22.67 万元，与 2020

年相比有所增长。 

四、抵/质押担保资产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如有） 

本期债券无担保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5.05 4,744.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11.58 -16,448.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4.24 -80.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22.67 15,44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