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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 2016 年仙桃市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公司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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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对外公布的《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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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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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全称 2016 年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16 仙桃城投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16 仙桃债 

发行人名称 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 7 年期 

发行规模 9 亿元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湖北省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新信用评级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最新跟踪评级日期：2018 年 6 月 26 日 

债项 AAA，主体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2018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 9 亿元，其中 6.67 亿元用于汉

江仙桃段水资源利用工程项目，2.33亿元用于汉江仙桃段水资源保护工程项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 2018 年的应付本息。 

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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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兑付公告等，并

披露以下临时公告：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2018 年 4 月 30 日 
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发

生变动的公告 

2 2018 年 8 月 24 日 
关于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更名及债务承继

的公告 

三、2018 年度发行人偿债能力 

发行人 2018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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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审字[2019]0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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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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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498,740.52 2,232,645.32 

其中：流动资产 2,031,459.69 1,614,145.51 

其中：存货 1,156,790.11 728,794.74 

非流动资产 467,280.83 618,499.81 

负债合计 1,304,411.22 1,366,791.28 

其中：流动负债 252,345.40 246,505.93 

非流动负债 1,052,065.82 1,120,285.35 

股东权益合计 1,194,329.30 865,854.04 

流动比率（倍） 8.05 6.55 

速动比率（倍） 3.47 3.59 

资产负债率 52.20% 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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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 2,498,740.52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266,095.20

万元。2018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 2,031,459.69 万元，占资产的 81.30%，较

2017 年末增加 417,314.18 万元。发行人非流动资产 467,280.83 万元，占资产

的 18.70%，较 2017 年末减少 151,218.98 万元。 

2018年末，发行人负债合计1,304,411.22万元，较2017年末减少62,380.06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2018 年末，发行人非流动负债

1,052,065.82 万元，占负债的 80.65%，较 2017 年末减少 68,219.53 万元。2018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 252,345.40 万元，占负债的 19.35%，较 2017 年末增加

5,839.47 万元。 

2018 年末，发行人流动、速动比率分别为 8.05 倍、3.47 倍，与 2017 年末

相比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上升；2018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52.20%，较 2017

年末有所上升。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3,579.81 122,387.31 

营业成本 72,046.09 43496.45 

利润总额 47187.25 67680.18 

净利润 35,539.51 50,745.0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5,539.51 50,75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454.81 85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66.11 -265,515.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472.69 178,774.06 

2018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123,579.81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1,192.50

万元，略有上升。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1,454.8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发行人 2018 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较 2017 年度大幅增加所致。 

2018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472.69 万元，较 2017

年相比减少 45,301.37 万元，主要系发行人 2018 年度偿还到期债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四、担保人相关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名称：湖北省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最新评级：AAA 

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担保人 2018 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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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环审字(2019) 01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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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参照担保人 2018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

注。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度 2017 年末/度 

资产总计 831,788.82 874,419.51 

股东权益合计 720,857.22 675,768.19 

资产负债率 13.34% 22.72% 

营业收入 68,613.54 132,154.39 

营业利润 63,571.37 93,405.02 

利润总额 63,587.16 93,406.03 

净利润 47,607.56 69,95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459.81 -38,281.77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16 年仙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