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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和《重庆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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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

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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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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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摘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1 年 7 月 20 日，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机电”、“公司”或“发

行人”）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核准文号为证监许可

字[2011]1133 号，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二、债券名称：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 重机债，122091。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公司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5 年。 

七、债券利率：6.59%。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起息日：2011年8月17日为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即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  

付息日：2012年至2016年间每年的8月1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兑付日：2016年8月17日为本次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

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

作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交易日，兑付本息的债权登记

日为兑付日前 6 个工作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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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九、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

评委函字[2011]015 号《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在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

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条件下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十、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十一、担保及担保方式：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全额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偿还银行贷款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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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1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 中文名称：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ONGQING MACHINERY & ELECTRIC CO., LTD. 

2、 H 股股票上市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H 股股票简称：重庆机电 

 H 股股票代码：02722 

3、 法定代表人：谢华骏 

4、 注册资本：3,684,640,154 元 

5、 成立日期：2007 年 7 月 27 日 

6、 住所：中国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0 号 

7、 办公地址：中国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0 号 

8、 邮政编码：401123 

9、 联系电话：023-63075700 

10、 传真号码：023-63075732 

11、 公司网址：http://www.chinacqme.com 

12、 电子邮箱：zqb@chinacqme.com 

13、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电器机械及器材、环保设备、

机床工具、电力设备及器材、通信设备（不含接收和发射设施）、计算机及其零部件、

有色金属冶炼产品及其压延加工产品、仪器仪表、办公机械产品、风力发电设备；

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咨询服务。 

二、发行人 2011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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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2011年年报及2011年度审计报告：2011年，公司面对严峻的外部经

营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巩固和扩大传统优势细分市场，拓展了新兴市场和海外

市场，运行质量大幅提升，全面实现了2011年度经营目标。 

201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864,761.76万元，同比增长15.84%。实现营

业利润69,363.36万元，同比增长14.25%。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3,072.61万元，同比增

长7.07%，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280.83万元，同比增长7.65%。 

2011年，公司的资产规模继续增长，截至2011年12月31日，总资产达到

1,143,781.50万元，同比增长15.10%，所有者权益达到523,276.46万元，同比增长8.27%。

资产负债率为54.25%，流动比率为1.88，保持了稳健的财务结构。 

各业务板块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一）商用车零部件 

2011年，中国汽车市场受宏观调控及收紧信贷的影响，加上业内竞争激烈，汽

车行业产销量呈现调整回落势头，整体增长放缓，但公司商用车辆零部件业务继续

保持增长。 

变速器业务市场份额继续增长，产能持续提升，业务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制动

与转向系统业务亦能满足市场需要。柴油发动机业务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及电力设

备、工程机械、船舶等市场的增长拉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商用车辆零部件板块

总体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全年主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15.42亿元。 

（二）电力设备 

2011年，受惠于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国家陆续在输变电、水电、核电、

风电等领域加快建设步伐，电力设备相关业务持续获得动力。公司水力发电设备业

务奋力抢抓出口市场，获得大笔订单，形成强力支撑；电线电缆业务克服房地产市

场调控、铜价高位振荡的影响，继续保持增长。电力设备板块业务保持了已有优势，

实现了快速增长，全年主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34.42亿元。 

（三）通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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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公司克服钢铁行业、冶金行业和水泥行业调整的影响，紧密围绕国家

新能源发展战略，加快了核电、风电、石油、石化产品和市场开发，百万千瓦级压

水堆核电站二级泵中的水压试验泵和离心式上充泵已实现产业化；工业风机、制冷

机、风电叶片订单和销售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大型气体压缩机实现较快成长；GKH 

型离心机成功进入美国市场。全年通用机械板块业务总体实现恢复性增长，全年主

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13.54亿元。 

（四）数控机床 

2011年，虽然我国经济受宏观调控及收紧信贷的影响，但汽车行业仍保持增长，

受益于工程机械、通用机械等行业的需求带动，以及公司数控滚齿机、剃齿机的产

品技术和品牌优势，仍然赢取并保持了市场领导地位，实现了快速增长，全年该板

块业务实现主营业收入约人民币20.90亿元。 

三、发行人 2011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1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总资产      1,143,781.50         993,734.19  15.10 

总负债        620,505.04         510,444.92  21.56 

所有者权益        523,276.46         483,289.28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9,080.76         476,868.12  8.85 

主要财务数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864,761.76         746,531.67  15.84 

营业利润         69,363.36          60,714.23  14.25 

利润总额         80,989.11          69,580.05  16.40 

净利润         73,072.61          68,246.08  7.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80.83          67,143.29  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10.34         -23,510.19  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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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33.10          -3,291.22  793.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372.72           1,236.49  54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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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发行人拟本次债券募集

资金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

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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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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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受发行人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及发行人已发行的“重庆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并出具了《重庆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2年跟踪评级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跟踪评级报告主要评级观点 

2011年，重庆机电业务规模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各业务板块通过调整产品结构、

扩大产能、拓展新产品、新业务领域等多种途径应对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和下游主要

行业需求下降，实现了整体业务规模的持续较快增长。同时，重庆机电多元化的业

务结构增强了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加之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

使得其保持了持续的盈利能力。2011年，其下属公司 PTG完成营业收入 2,313万英

镑，实现净利润 152 万英镑，表现出了良好的盈利能力，有望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和

利润增长点。 

2011年，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部分产品产能扩建及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的推

进，重庆机电存在一定的资金需求压力，未来负债水平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此

外，由于汽车行业及机床行业结算中大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致使重庆机电账面经

营性现金流量有所下降，对公司财务成本可能带来影响。 

二、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维持发行主体重庆机电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重庆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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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孙希林先生，报告期内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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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债券的付息日：2012年至2016年间每年的8月17日为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1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为本次债券支付本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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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机电集团财务情况 

1、机电集团的财务结构较为稳定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的总资产为 2,039,288.66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8.66%，总负债达到 1,307,1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77%，资产负债率为

64.10%，总资本化比率为 48.49%，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1.12 和 1.97 个百分点，资

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稳中有升。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的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30 和 1.01，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0.09 和 0.11。 

总体上说，机电集团的整体财务杠杆在合理范围内，财务结构稳定。 

2、机电集团的盈利能力较为稳定 

2011 年度，机电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1,259,130.90 万元，较 2010 年增长 20.97%。

毛利率方面，虽然近年来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机电集团形成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但得益于机电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毛利水平。

2011 年，机电集团营业毛利率为 14.30%，基本维持上一年的水平。 

二、机电集团资信情况 

机电集团资信状况优良，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共获得银行授信 93 亿元，其中拥有的尚未使用的银

行授信额度约为 66 亿元。 

三、机电集团担保情况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机电集团对外担保余额为2.56亿元，担保比率为3.50%，

被担保企业均为集团下属参股企业。 

四、机电集团涉诉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涉及诉讼案件 4 起，合计法院裁定金额 273.14

万元，金额较小，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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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下属六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合计 26,467.00 万元，占所有者权益的 5.06%。公司无对外担保，整体

或有风险可控。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万元） 

全资子公司 

1 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2,340.00 

2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3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4 重庆华浩冶炼有限公司 9,000.00 

5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6 英国霍洛伊德公司 5,427.00 

控股子公司 

7 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700.00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1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1 年度，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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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1 年度）》

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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