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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瑞银证券对报告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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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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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银证券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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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银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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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2年11月3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612号文核准，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纸业”、“公司”或“发行人”）获准

发行不超过38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12晨鸣债”，代码为“112144”。 

四、发行主体 

12晨鸣债的发行主体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12晨鸣债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8亿元。 

六、债券期限 

12晨鸣债的存续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利率 

12晨鸣债的票面年利率为5.65%，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

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限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如

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票面

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

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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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12晨鸣债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九、起息日 

2012年12月26日。 

十、付息日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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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5年每年的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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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兑付日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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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5年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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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十三、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 

12晨鸣债的受托管理人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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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晨鸣纸业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山东寿光造纸总厂，1993年由寿光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作为独家发起人成立，1996年12月24日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发行境内上

市外资股（B股），1997年5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00年11月20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增发了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08年6月18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H股）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末，公

司股本总数为1,936,405,467股。股本其中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5.13%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晨鸣纸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机制纸、纸板等纸品和造纸原料、造纸机械的

生产加工、销售。公司是目前中国纸制品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是中国纸制品

生产及加工的大型骨干企业。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供给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宏

观经济运行平稳的背景下，公司所处的造纸行业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环

保整治、淘汰过剩产能以及市场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推动造纸行业涨价提

速。尤其下半年，受木浆、废纸、物流、煤炭等成本推动影响，国内造纸企业

迎来涨价潮，行业复苏迹象明显，高景气度将得到延续。另一方面，中国租赁

业在国务院促进租赁业发展的文件的支持下，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

下继续逆势上扬。 

2016年，公司坚持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以“打造千亿企业”为总目

标，贯彻落实“打造团队、严细管理、业务精湛、创出佳绩”十六字方针，坚

持多元化发展战略不动摇，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构建以制浆、造纸、金融为主

导，林业、矿产等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产业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年，企业整体实力大幅增强，行

业地位明显提升，成绩令人振奋。2016年，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436万吨、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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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29.07亿元，同比增长13.17%；营业成本人民币

157.87亿元，同比增长6.93%；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人民币25.83亿元、人民币20.64亿元，同比增长83.18%和102.11%。公司资

产总额达人民币822.85亿元。金融板块各项业务发展平稳，管理制度不断完

善，风险防控扎实有效。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 

2016年度，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90,711.82 2,024,190.61 13.17% 

营业利润 209,240.50 110,785.03 88.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6,398.68 102,122.47 102.11% 

报告期内，晨鸣纸业公司整体实力大幅增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17%，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02.11%，主要得益于公司传统板块平稳运营，以及公司融

资租赁板块带来的业绩大幅增长。 

（二）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资产总计 8,228,535.45 7,796,169.95 5.55% 

负债总计 5,972,049.53 6,070,277.31 -1.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1,880.84 1,687,149.46 31.69% 

2016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2015年末增加432,365.50万元，增幅为5.55%，

主要是公司固定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大幅增加。固定资产增幅为19.21%，

主要是因为江西晨鸣高档包装纸项目和湛江60万吨液体包装纸项目转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增幅为1,684.40%，主要是公司新增18.5亿元投资广东德骏投资有

限公司。 

2016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2015年末减少98,227.78万元，减幅为1.6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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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通过股权融资，减少了债权融资。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2016年度，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304.93 -972,136.35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745.42 -346,058.55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956.56 1,406,367.42 -88.41%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2,340.72 3,028.54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175.36 91,201.06 -89.94% 

发行人2016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22.15%，其主

要原因是机制纸销量增加，收入增加，以及融资租赁业务对外投放减少。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林浆纸一体化、湛江60

万吨液体包装纸等投资项目投入支出的继续增加。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8.41%，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到期的公司债、私募及短期

融资券，降低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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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12 晨鸣债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12号文批准，于2012年

12月公开发行了人民币38亿元的公司债券，12晨鸣债扣除承销费用和发行登记

费用后的募集净额为37.73亿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业已针对上述到账款项37.73亿元进行了验

证，并于2012年12月29日出具了编号为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390号的验资报

告。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12晨鸣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12晨鸣债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发行人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中的35亿元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

司资金状况。 

二、12 晨鸣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12晨鸣债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

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承诺项目

名称 

是否变更

项目 

拟投入

金额 

实际投

入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项目进

度 

预计

收益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

集资金变更程

序说明 

归还借款 否 35 35 是 完成 - - - - -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2.73 2.73 是 完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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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12晨鸣债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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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公司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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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8日，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按时完成债券利息支付。 

  



12 

 

第六节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12 晨鸣债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证

评”）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发布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跟踪评级报告（2016）》（信评委函字[2016]跟踪 036 号），该报告主要内

容如下： 

（一）基本观点 

2015 年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下，造纸行业需求低迷，市场持续供过于

求，行业整体处于转型调整阶段；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带来的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的加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市场价格降幅已较前期显著收窄。山东晨鸣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小幅提升，作为行业龙头企业，规模优势

仍较为明显，产品结构逐步优化，且林浆纸一体化进展顺利，对上游资源的控

制能力增强，加之融资租赁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也关注到造纸行业周期波动性、公司多元化经

营过程中带来的投资及债务压力加大以及会对损失等风险因素对公司信用水平

产生的影响。 

（二）跟踪评级结果 

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跟踪评级报告

（2016）》（信评委函字[2016]跟踪 036 号），中诚信证评跟踪评级结果为：

“中诚信证评维持晨鸣纸业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中诚信证评将于 2017 年度继续对本期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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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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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6 年，发行人无对外（对子公司除外）提供担保情况和违规担保情况。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详见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第七节重要事项、十二、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三、处罚及整改情况 

详见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第七节重要事项、十三、处罚及整改情

况”。 

四、发行人履行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2016 年，发行人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

更，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

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五、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12 晨鸣债”受托管理人将本着诚信、谨慎、

有效的原则，以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原则；持续关注晨鸣纸

业的经营情祝、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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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12 晨鸣债《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盖章页）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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