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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

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东方集团”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

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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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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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为18

东方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项目 18 东方 02 

债券名称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426 号，40 亿元 

债券期限 3（1+1+1）年 

发行规模 3.60 亿元 

债券利率 7.20% 

计息方式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5 月 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

资者第 1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

5 月 2 日；若投资者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5 月 2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 

跟踪评级情况 AA+（2018 年）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 2018 年经营情况良好。2018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144.80 亿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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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大幅增加 82.09%。粮油加工及其他贸易、土地及房地产开发业务仍为

发行人 2018 年度最主要的业务板块，其中第一大业务板块仍为粮油加工及其他

贸易业务。2018 年度，发行人粮油加工及其他贸易业务收入 91.85 亿元，占发行

人营业收入的 63.43%。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2018 年度，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 4,951,295.29

万元，净资产 2,095,240.33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68%，发行人总资产和净资产规

模同比稳步增加的同时，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定。2018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 144.80

亿元，较 2017 年度大幅增加 82.09%。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22,931.72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2,753,178.74 2,805,205.68 -1.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98,116.55 2,001,803.43 9.81 

资产总计 4,951,295.29 4,807,009.11 3.00 

流动负债合计 1,828,017.33 1,573,553.25 16.1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28,037.63 1,190,071.08 -13.62 

负债合计 2,856,054.97 2,763,624.34 3.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5,240.33 2,043,384.77 2.54 

营业收入 1,450,615.49 796,210.79 82.19 

营业利润 70,168.42 76,522.86 -8.30 

利润总额 67,036.29 76,240.74 -12.07 

净利润 64,416.92 74,263.04 -1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31.72 -183,298.44 -112.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7.94 -375,001.63 -102.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78.70 -173,586.81 -48.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171.87 -745,115.32 -92.06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 18 东方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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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日：2018 年 5 月 2 日 

发行规模：3.6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约定用途情况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实际使

用情况 

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使用用途符合募集资金核准/约定用

途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8 东方 02 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发行。公司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已与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接收、存储、划转。 

2018 年度，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8 东方 02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 18 东方 02 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

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组建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

完整的确保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 18 东方 02 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

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 18 东方 02 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

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

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 18 东方 02 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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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18东方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 18 东方 02 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

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

风险。 

5、限定发行人特定行为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或授

权人士，在 18 东方 02 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时，作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 18 东方 02 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18 东方 02 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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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2018 年度，18 东方 02

未到兑付兑息日。2019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已根据 18 东方 02 回售登记情况，

全额偿付 3.6 亿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截至本报告签署日，18 东方 02 已全额偿付

并提前摘牌。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通过邮件提醒等方式提醒、

指导发行人实施回售、按时付息等。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

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2018 年 9 月 14 日，2018 年度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议案》。中信建投证券针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相

关内容持续进行督导。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 18 东方 02 发行后，中信建投证券持续认真履行受托管理职能，维护债券持有

人的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按要求披露了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8 年年度报告。中信建投证券

充分发挥受托管理人的职能作用，提示发行人按时披露定期报告。同时，中信建

投证券通过月度核查等核查手段，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需要进行信息披露的

重大事项。 

（5）限定发行人特定行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触发限定特定行为的情形。中信建投证券按照约定履

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能。 

18 东方 02 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18 东方 02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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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息偿付安排 

18 东方 02 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5 月 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第 1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 5 月 2 日；若投资者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5 月 2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18 东方 02 未到本息偿付日。2019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已根据

18 东方 02 回售登记情况，全额偿付 3.6 亿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截至本报告签署

日，18 东方 02 已全额偿付并提前摘牌。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通过邮件提醒等方式提醒、指导发行人实施回售、按时付息等。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除本报告披露的其他事项外，发行人未在 18 东方 02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其他

需要履行的重大义务事项。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 9 月 14 日，2018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

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议案》。针对

上述事项，2018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18 日中信建投证券分别发布《关于东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度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同时中信建投证券持续认真履行受托管理职

能，相关内容持续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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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2018年6月13日，发行人发布《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停牌公告》，主要事项为发行人与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筹划发行人收

购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下属饲料、肉业、豆制品、食品等产业板块子公

司51%股权事宜，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6月14日，中信建投证券针对

此事项发布《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年8月31日，发行人发布《关于召开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会议议案为

《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议案》；

同日，中信建投证券针对此事项发布《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年9月14日，2018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的议案》。2018年9月18日，中信建投证券发布《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度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发布《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关于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度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未出现其他重大事项，未发布其他关于重大事项的公

告，受托管理人未公告其他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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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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