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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受托管理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受托管理的中

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天航局”“发行人”或“公司”）存续

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债券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约定要求进行

编制。 

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中交天津

航道局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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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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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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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全称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 天航 Y1 

批准文件和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427号《关于同意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同意发行

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30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2+N年 

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余额 10亿元 

债券利率 4.30% 

起息日 2021 年 9月 28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每年的 9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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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付息日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

付利息公告》为准 

本金兑付日 

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

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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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权条款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基础期限

为 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

期的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

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个周期，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到期全额

兑付； 

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

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

件，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

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孳息推迟至下一个

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

息次数的限制；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因税务政策

变更和会计准则变更进行赎回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

向专业投资者认购和配售的方式； 

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在登记公司开

立合格证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网下发行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中交疏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无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偿还公司债务 

 

债券全称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 天航 Y3 

批准文件和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427号《关于同意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同意发行

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 30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2+N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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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余额 10亿元 

债券利率 4.00% 

起息日 2021 年 12月 16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每年的 12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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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付息日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

付利息公告》为准 

本金兑付日 

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

度，发行人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

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

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一次 

含权条款 

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基础期限

为 2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

期的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

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个周期，

在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时到期全额

兑付； 

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

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

件，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

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孳息推迟至下一个

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

息次数的限制；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因税务政策

变更和会计准则变更进行赎回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

向专业投资者认购和配售的方式； 

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在登记公司开

立合格证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网下发行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中交疏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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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无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偿还公司债务 

二、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一）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1、21 天航 Y1 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出具的《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联合〔2021〕3825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1 天航 Y3 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出具的《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

评级报告》（联合〔2021〕10694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中交天津航

道局有限公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3276 号），发行人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21 天航 Y1”“21 天航 Y3”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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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受托管理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 年 6 月 15 日，发行人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

关于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之受托管理协议》。 

二、信息披露核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安排专人负责发行人 2021

年度的相关工作，并采用电话和邮件沟通、查阅公司公告等方式，持续关注发

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

责，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规定进行了定期报告披露。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并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站进行了刊登。报告期内，发行人董监高对定期报告签

署书面确认意见。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需要履行临时公告义务的重大事项详见本年度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受托管理人督导发行人进行临时公告，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受托

管理人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就发行人董事发生变动的事项出具了《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 

三、募集资金核查情况 

浙商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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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安排专

人负责发行人 2021 年度的相关工作，在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及时向发行人发

送募集资金合规使用的提醒邮件，定期开展现场和非现场排查、获取募集资金

对账单，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并采用电话和邮件沟通等方式核查募集资金

用使用情况。 

具体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

情况与核查情况”。 

四、风险排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

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

测、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

况。 

五、受托管理人现场核查情况 

2021 年 12 月，本期债券项目负责人前往发行人住所地，通过现场访谈等

调查方式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发行人执行现场检查，未发现重大不利情

况。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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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 Ltd. 

法定代表人： 钟文炜 

注册资本： 580,747.40 万元 

实缴资本： 580,747.40 万元 

成立日期： 1988 年 5 月 3 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 41 号 

办公地址： 天津市 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区跃进路航运中心 9号楼 

邮政编码： 300461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钟文炜 

财务负责人： 白景银 

公司电话： 022-25606123 

公司传真： 022-25606214 

所属行业： 建筑业 

经营范围：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房屋建筑

业；电力生产；公路工程；桥梁工程；环保工程；地基基础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海洋工程；工程总

承包服务；工程技术；工程勘察设计；测绘服务；水运工程设

计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服务；质检技术服务；船舶及相关装置

制造；船舶修理；水上运输辅助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通讯设备修理；装卸搬运；仓储业（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品除外）；租赁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取得经营许可后方可经营）；人才中介服务（取得经营许

可后方可经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内部员工岗前人才培训（不含《民办教育促进

法》所涉及的前置审批项目，需审批的项目取得经营许可后方

可经营）；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水路运输服务、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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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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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板块主要包括疏浚吹填、港口水工、勘察设计及咨询、

市政工程及水利水电工程等。疏浚吹填是发行人的优势业务，包括港口航道疏

浚和吹填造地两项业务，疏浚港口、航道得到的泥沙等原材料可供吹填造地使

用，有效节约成本，主要业务区域为环渤海（辽宁、天津、山东）地区，在江

苏、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也有项目分布；除疏浚吹填传统

业务外，发行人广泛参与码头建造、软基处理、护岸建造、防波堤拆建、围堰

修建、船台和船坞建造等与疏浚吹填相关的港口水工领域，近年来承揽了河

北、天津、浙江、山东、辽宁、江西等地近百项水工及基础工程；设计勘察与

咨询业务的运营主体为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拥有综合

勘察甲级资质、水运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测绘甲级资质和工程咨询甲级等

资质；发行人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注重转型升级，在市政、水利和环保等新兴

业务板块上收入大幅上升，业务涵盖公路桥梁、道路管网、城市绿道、滨河景

观等。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发行人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和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营业

收入较上年

同期涨幅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170.02 145.85 14.22 98.59 131.08 105.96 19.16 97.74 29.71 

施工业务 159.07 137.35 13.65 92.24 122.95 99.50 19.07 91.68 29.38 

商品销售业务 7.91 6.92 12.60 4.59 6.85 6.22 9.22 5.11 15.59 

勘察设计及咨询 1.22 0.82 32.90 0.71 0.57 0.20 64.98 0.42 115.59 

其他 1.82 0.76 58.25 1.06 0.71 0.04 94.03 0.53 155.08 

其他业务 2.42 1.98 18.17 1.41 3.03 2.42 19.89 2.26 -19.86 

合   计 172.45 147.83 14.27 100.00 134.10 108.38 19.18 100.00 28.59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2.4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28.59%，

其中：施工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9.38%，主要系 2021 年疏浚市场有所

恢复，公司新承接项目增加，带动疏浚吹填工程收入同比增长；商品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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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59%，变动幅度较小；勘察设计及咨询业务板块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115.59%，主要系随着疏浚市场的恢复，勘察设计及咨询项目也

有所增加；其他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5.08%，主要系发行人在经营主

业时也在拓展其他业务板块；其他业务收入同比降低 19.85%，变动幅度不大。

整体而言，发行人营业收入呈现上涨趋势，盈利能力良好。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截至 2021 年末及 2020 年末，发行人主要资产负债表科目情况及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868.83 - 100.00 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9,598.91 30,017.93 -68.02 商业承兑汇票的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25,625.36  79,727.56  -67.86 

期初大额预付款项在本年度

结转且期末结存大额预付款

的情况较少 

长期应收款 262,933.90 391,988.94 -32.92 

系会计政策变更，PPP 合同

等长期应收款核算发生变化

，且期末分期收款提供劳务

的规模较期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2,034.95 36,878.88 41.10 
本期新增船舶修储基地等在

建工程项目投入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6,466.37 4,571.57 41.45 本期船舶租赁费增加 

短期借款 229,187.19 33,626.00 581.58 

主要系正常经营所需、弥

补短期流动资金不足而增

加的借款 

应付票据 458,918.58 216,823.70 111.66 

主要系因业务需要，通过

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

余额增加 

其他应付款 793,809.05 1,262,248.90 -37.11 
主要系集团内部往来款减

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73,456.93 114,593.32 51.37 

主要系期末较多长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 

长期借款 143,474.67 68,109.54 110.65 

主要系中交新城蓟州房地

产项目建设需要增加了较

多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43,447.37 76,879.65 -43.49 
主要系期初质保金一年内

到期重分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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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1,453.93 625.65 132.39 

主要系唐山港京唐港区第

四港池 25 万吨级航道疏浚

工程诉讼计提的预计负债 

2021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4,361,634.31 万元，较上年末涨幅为 2.53%，

总负债为 3,140,099.54 万元，降幅为-0.22%。报告期末，发行人资产规模有所增

长，负债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整体财务状况良好。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发行人主要利润表科目情况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营业收入 1,724,493.77 1,341,035.91 28.59 - 

营业成本 1,478,325.13 1,083,845.41 36.40 

主要系发行人疏浚吹填工程

收入有所上涨，营业成本也

随之上涨，且由于行业竞争

加剧，毛利率下降，营业成

本涨幅较大 

营业利润 65,886.01 49,155.33 34.04 

2021 年公司新承接项目增

加，带动疏浚吹填工程和

市政工程业务毛利润有所

增长 

利润总额 64,486.57 49,817.45 29.45 - 

净利润 54,829.69 42,540.44 28.89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8,143.32 45,244.70 -15.70 -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24,493.77 万元，较 2020 年度上涨

28.59%，实现净利润 54,829.69 万元，较 2020 年度上涨 28.89%。发行人整体经

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好。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发行人主要现金流量表科目情况及变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161,158.81  1,812,000.84  19.27  -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980,794.32  1,699,924.94  1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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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0,364.48  112,075.89  60.93  

主要系 2021 年经营状况较

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大幅上涨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3,660.76  7,537.77  346.56  

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大幅上涨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09,182.65  116,103.45  -5.96  -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5,521.89  -108,565.69  30.44  

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大幅上涨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756,805.13  1,478,450.83  18.83  -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860,815.42  1,452,351.06  28.12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4,010.29  26,099.77  -498.51  

主要系发行人 2021 年发行

人偿还了关联方借款，支付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大幅上涨 

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81.69  25,193.21  -101.52  

主要系发行人 2021 年筹资

活动现金净流出金额较大，

导致 2021 年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为负 

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持续为正，现金流量状况较好。 

四、发行人授信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获得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为 425.93 亿元，已使用授

信额度为 155.49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270.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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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专户设立情况 

发行人与本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开立专项账户用于接收债券募资资金并负责归集偿债资金。“21 天航

Y1”和“21 天航 Y3”专项账户开户行均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保

税区支行，账号为 022900077310403。 

（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根据 21 天航 Y1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根据 21 天航 Y3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三）报告期内是否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报告期内，21 天航 Y1 未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报告期内，21 天航 Y3 未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1 天航 Y1 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金额为 9.97 亿元，均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1 天航 Y3 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金额为 9.97 亿元，均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用款申请等程序，并用于约定的用途。募集资金用途

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与披露的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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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二）对前述问题的相应整改措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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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一）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21 天航 Y1 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1 天航 Y3 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人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1、报告期末，担保人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6,131,898.26 6,266,895.82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84,094.48 5,437,492.40 

资产总计 12,315,992.74 11,704,388.22 

流动负债合计 6,061,024.11 6,164,052.5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15,726.25 1,289,453.37 

负债合计 7,776,750.36 7,453,505.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782,378.88 3,660,316.78 

少数股东权益 756,863.50 590,565.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39,242.38 4,250,882.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315,992.74 11,704,388.22 

2、报告期末，担保人利润表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4,511,449.55 4,396,497.25 

营业成本 3,853,508.47 3,700,941.03 

营业利润 220,028.91 202,724.54 

利润总额 221,409.22 205,9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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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92,084.79 185,823.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379.73 178,316.47 

3、报告期末，担保人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75,311.48 4,353,076.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19,548.74 4,152,15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237.26 200,919.0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498.20 62,275.4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5,673.88 -598,834.3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175.68 -536,558.88 

筹资现金流入小计 3,217,148.77 2,442,328.23 

筹资现金流出小计 3,088,187.76 -2,103,827.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61.01 338,501.08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711.12 -7,862.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5,163.06 -5,001.17 

报告期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为 63.14%，流动比率为 1.01，速动比率为

0.94，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相对合理，具备良好的长期偿债能力。报告期内，

担保人经营业绩良好，盈利能力较好。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出具的《中交疏

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担保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内部增信机制情况 

21 天航 Y1 未设置内部增信措施。 

21 天航 Y3 未设置内部增信措施。 

（三）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稳定，未发生重大变

化。 



19  

二、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021 年度，发行人积极履行“21 天航 Y1”“21 天航 Y3”募集说明书的偿

债计划和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影响“21 天航 Y1”“21 天航 Y3”本息兑付的

重大不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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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1 天航 Y1”“21 天航 Y3”未发生本息偿付情况。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21 天航 Y1”“21 天航 Y3”的偿债保障措施按照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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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承诺本次发行的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仅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资金用途范

围内使用募集资金，不转借他人使用，不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偿还公司债

务的部分不直接或间接用于偿还房地产业务相关债务，并将建立切实有效的募

集资金监督机制和隔离措施。 

“21 天航 Y1”“21 天航 Y3”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与发行人关于债券募集资

金用途的承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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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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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最近三年经营稳定，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高

的偿债意愿，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兑付兑息安排履行债券偿付义务。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且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二）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状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详见“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发行

人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具备良好的现金获取能力和较强的偿债能

力。 

（三）总体债务规模 

2021 年末，发行人有息债务余额合计 1,256,297.48 万元，其中计入负债的

有息债务余额为 956,297.48 万元，包括短期借款 228,984.00 万元，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79,908.82 万元，长期借款 143,474.67 万元，租赁负债 49,678.80

万元，其他应付款中的有息部分 454,251.19 万元，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永续中

票和可续期公司债券余额为 300,000.00 万元。 

（四）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余额为 173,501.91 万元，占当期

净资产的 14.20%，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长期应收款 65,441.99 质押借款 

应收账款 123.93 质押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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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使用权资产 93,608.34 融资租赁 

货币资金 1,279.57 银承保证金等（履约保证金） 

固定资产 8,552.37 涉诉被查封及抵押，见注 

无形资产 4,495.71 涉诉被查封，见注 

合  计 173,501.91  

注：发行人之子公司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同中交雄安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将天锐号、天牛号船舶抵押，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根据（2017）津 02 执保 243 号执行裁定书，发行人之子公司天津

中交博迈科海洋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因企业借贷纠纷所持有的厂区车间及土地被

法院查封。 

发行人资产受限原因主要为借款质押和融资租赁，占受限资产总额的 90%

以上，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且公司涉诉被查封的资产金额较小，

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五）报告期内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发行的债券金额合计 20.00 亿元，明细如下： 

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发行 

规模 

债券 

余额 

发行 

利率 

期限

（年） 

债券

评级 
起息日 到期日 

21 天航 Y1 10.00 10.00 4.30 2+N AAA 2021/9/28 2023/9/28 

21 天航 Y3 10.00 10.00 4.00 2+N  AAA 2021/12/16 2023/12/16 

公司债券小计 20.00 20.00 - - - - - 

合  计 20.00 20.00 - - - - - 

（六）其他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情况 

具体详见“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

的应对措施”。 

综上，发行人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授信额度充足，报告期内偿

债能力保持稳定且具有较高的偿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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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发行人与子公司中交博迈科海洋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迈科公

司”）发生企业借贷纠纷，请求对方支付 9,6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天津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受理后，作出（2017）津 02 执保 243 号

民事裁定，对博迈科公司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目前，发行人已胜诉。 

2021 年 9 月 2 日，博迈科公司因决议解散，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2021 年末，发行人母公司报表对博迈科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6.32 亿元，因收

款困难按 82.56%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对该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为 0.91 亿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

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对外担保事项 

报告期末，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三、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 

2021 年度，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明细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影响 

1 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1 年 10 月 22 日 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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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意愿无重大不利影响。受托管理人持续关

注发行人的日常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保持对发行人的日常监测和风险排查，

定期开展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并对相关事项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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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主要中介机构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主要中介机构未发生变动。 

二、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三、其他事项 

无。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 201 号浙商证券大楼 

联系人：胡蔚艳 

联系电话：0571-87001127 

（以下无正文，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 年度）》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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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1 年度）》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