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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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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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 2015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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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公司债券2015年年报及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5年，世界经济复杂

多变，整体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整体GDP增长6.9%，低于预期。

面对装备制造行业普遍面临产能结构性过剩，市场竞争残酷的局面，公司按照“深

化改革谋发展，精细管理增效益”的总体思路，积极抢订单、强管控、抓改革，加

快转型升级，加快改革创新，加快市场开拓，基本完成了全年既定目标。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010,422,851

元，同比减少5.01%。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46,423,289元，同比减少18.00%，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7,472,319元，同比下降19.31%。 

2015年，公司的资产规模继续增长，截至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达到

14,878,354,525元，同比增长8.16%，所有者权益达到6,742,098,719元，同比增长4.39%。

资产负债率为54.69%，资本结构稳健。 

各业务板块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一）汽车零部件 

2015年，在中国乘用型轿车稳定增长的拉动下，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再创新高，

全国汽车产销同比增长3.25%和4.68% ，总体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但产销增速较

2014年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与公司密切相关的大中型客车和重卡销量受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大幅减少的影响，分别同比下降9.97%和8.97% ，导致公司变速箱业务和转

向系统业务产销量同步下降。同时，受一次性减员影响，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下滑。

柴油发动机业务继续受房地产投资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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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出现下滑。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全年营业额达约人

民币850.30百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23.70%。 

（二）电力设备 

2015年，受铜价下跌的影响，导致电力设备业务板块销售收入出现下滑，但受

惠于中国政府加快清洁能源、智能电网工程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该板块销量及经

营业绩得到明显改善。电线电缆业务业绩呈现快速增长；水轮发电机组业务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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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和EPC总包，出口市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同时，得益于环保搬迁土地转

让收益的补充，经营业绩实现增长。该板块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2,526.0百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9.1%。 

（三）通用机械 

2015年，通用机械业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效果显现，受益工业泵在中高端市

场的稳定表现和风电叶片业务的快速增长，该板块收入继续实现快速增长，带动经

营业绩较快增长。该板块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2,144.9百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幅约25.1%。 

（四）数控机床 

2015年，受国内产业结构性调整的持续影响，投资萎缩和产能过剩导致中国机

床行业及公司数控机床业务市场需求萎缩，营业额出现下降，但得益于环保搬迁土

地转让收益的补充，经营业绩实现增长。该板块全年实现营业额达约人民币876.1百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0.7%。 

（五）贸易 

2015年，公司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平台增加了采购品种，直接为公司降低各类物

资采购成本约人民币8.9百万元。全年营业额达约人民币2,556.8百万元，较去年同期

微降约0.3%。 

（六）金融服务 

2015年，受国家信贷政策调整的影响，利息收入有所下降，但由于资金归集量

增大及新业务的开展，全年营业额达约人民币56.3百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幅约35.2%。 

 

三、发行人 2015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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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减 

总资产 1,487,835.45 1,375,630.19 8.16% 

总负债 813,625.58 729,787.44 11.49% 

所有者权益 674,209.87 645,842.75 4.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29,370.27 605,193.67 3.99% 

主要财务数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901,042.29 948,557.04 -5.01% 

营业利润 -5,673.74 27,949.22 -120.30% 

利润总额 50,373.44 61,131.16 -17.60% 

净利润 44,642.33 54,440.57 -18.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747.23 49,257.57 -1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51.16 7,771.89 329.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48.64 -37,910.82 115.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23.81 -28,632.37 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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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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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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主要内容如下： 

一、跟踪评级报告主要评级观点 

2015年，我国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态势，受商用车行业、船舶和工程机械行业景

气度欠佳的影响，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电力设备业务及数控机床业务均出现一定

程度下滑，仅通用机械业务有所增长，总体收入规模较上年有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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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也关

注到行业的景气度欠佳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公司的

整体信用状况。 

二、跟踪评级结果 

综上，中诚信证评维持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维持“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该级别考

虑了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提供的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本次债券

本息偿付所起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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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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远先生，报告期内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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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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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的总资产为 291.2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41%，净资产达到 93.1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72%，资产负债率为 68.02%，较

去年同期增加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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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机电集团的营业收入为 139.36 亿元，较去年减少 5.33%。营业毛利

率为 12.26%，集团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2.21 亿元，同比下降 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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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共获得银行授信 119 亿元，其中拥有的尚未使用的银

行授信额度约为 79 亿元，备用流动性充足。 

三、机电集团涉诉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机电集团对外担保金额 20000 万元，占净资产比例

2.15%，具体情况：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额（2015 年末） 变动 

1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200,000,000 元 - 

合计   200,00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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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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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95.20】万元，占所有者权益的【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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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3 霍洛伊德精密有限公司（PTG）           16,337.17  

4 精密技术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858.03         

总额 46,095.20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有对外担保余额 10,000 万元，占净资产的比例

为 1.4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额（2015 年

末） 

担保额（2014 年

末） 

变动 

1 西南计算机有

限责任公司 

保证担保 100,000,000 元 100,000,000 元 - 

合计   100,000,000 元 100,000,000 元 -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5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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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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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