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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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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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祥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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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63076969 

11、 公司网址：http://www.chinacqme.com 

12、 电子邮箱：off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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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仪器仪表、办公机械产品、风力发电设备；装

备制造业、房地产开发业，金融业投资；进出口贸易、高新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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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司债券2014年年报及2014年度审计报告：2014年，公司面对国内

市场需求萎缩、竞争日趋加剧及人工成本持续增长等困难和挑战，积极应对，以深

化改革和持续创新为动力，实现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48,557.04万元，同比减少2.22%。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54,440.57万元，同比增长4.54%，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257.57万元，同比上升1.11%。 

2014年，公司的资产规模继续增长，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达到

1,375,630.19万元，同比增长5.96%，所有者权益达到645,842.75万元，同比增长5.65%。

资产负债率为53.05%，速动比率为1.22，保持了稳健的财务结构。 

各业务板块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一）汽车零部件 

2014年，中国汽车工业整体保持稳定势头，产销同比增速约7%，商用车（中大

型客车和重卡）受中国整体投资放缓，高铁、动车及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及国四

标准推行提前等因素影响，市场需求乏力，同比有所下滑，产销量同比下降约6%。 

变速箱业务和转向系统业务产销量同步略有下滑，但表现较好的是市场占有率

实现了稳中有升；柴油发动机业务继续受房地产投资收缩、电力设备、工程机械，

石油机械及船舶等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经营业绩有所下滑。汽车零部件业务全年

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11.15亿元，较上年同期降幅约10.6%。 

（二）电力设备 

2014年，受中国政府推动清洁能源、智能电网工程及城镇化建设加快等因素的

带动，再加上电线电缆业务市场扩张步伐的加快，电线电缆业务销量实现稳步增长；

水轮发电机业务因海外订单的稳定增长及订单质量改善，营业额及利润均实现增长。

公司与业内龙头企业合资重组毛利率极低的有色金属粉末业务，出让了有色金属粉

末业务的控制权，导致该板块整体营业额同比有所下降，但经营业绩明显改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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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31.2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9.4%。 

（三）通用机械 

2014年，通用机械传统市场钢铁、冶金和水泥行业整体不景气，离心机和压缩

机业务表现低迷，需求不振，继续下滑，但是受益工业泵在中高端市场的稳定表现

和风电叶片营业额快速增长拉动，该板块营业额实现平稳增长。该板块全年实现营

业额达约人民币17.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9.1%。 

（四）数控机床 

2014年，数控机床市场受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和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影响，中国

机床工具行业承压运行，整体处于下行区间，汽车、工业机械、通用机械及船舶等

传统行业产能收缩，机床行业整体全年呈下滑态势。该板块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

民币8.8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7%。 

（五）贸易 

2014 年，公司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平台增加了采购品种，直接为公司降低采购成

本约人民币0.15亿元，公司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25.6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约0.5%。 

（六）金融服务 

2014年，公司为所属企业提供借贷、担保和存款，降低其财务成本，提升资金

效益，充分发挥各项金融服务功能。2014年期间该板块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0.8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1.7%。 

 

三、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4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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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经重述） 
同比增减 

总资产 1,375,630.19 1,298,225.22 5.96% 

总负债 729,787.44 686,941.15 6.24% 

所有者权益 645,842.75 611,284.07 5.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05,193.67 574,542.07 5.33% 

主要财务数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重述）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948,557.04 970,104.38 -2.22% 

营业利润 27,949.22 36,056.90 -22.49% 

利润总额 61,131.16 56,308.07 8.57% 

净利润 54,440.57 52,076.84 4.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57.57 48,715.92 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1.89 2,125.42 265.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10.82 -31,837.53 -19.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32.37 -43,596.99 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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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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5）》，主要内容如下： 

一、跟踪评级报告主要评级观点 

 2014 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我国经济增速较上年略有下降，商用车行业、

船舶和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欠佳，受此影响，公司除通用机械业务有所增长外，其

余汽车零部件业务、电力设备业务及数控机床业务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总体业务

规模较上年有下降。然而公司资本实力仍然较强，负债水平适中，且规模较大的投

资收益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其整体偿债能力维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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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内，发行人为本次债券支付的本息金额为人民币6,5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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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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的总资产为 269.1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59%，总负债达到 176.1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47%，资产负债率为 65.47%，

较去年同期减少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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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机电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148.50 亿元，较去年减少 1.07%。营业毛利

率为 11.93%，集团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5.13 亿元，同比增长 17.31%。总体来看，机

电集团盈利能力仍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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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共获得银行授信 134 亿元，其中拥有的尚未使用的银

行授信额度约为 87 亿元，备用流动性足。 

三、机电集团涉诉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涉及诉讼案件 0 起，法定裁定金额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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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下属 4 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

43,257.49 万元，占所有者权益的 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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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900.00  

2 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7,000.00  

3 霍洛伊德精密有限公司（PTG）           16,224.29  

4 精密技术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7,133.20         

总额 43,257.49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4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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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