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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可续期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齐鲁

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7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

管理协议》、《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协议》、《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和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山东高速集团”）出具的相关文件等，由相关债券的受托

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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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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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16 鲁高 0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6 鲁高 01，136518。  

3、发行规模：25 亿元。  

4、债券期限：5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3.32%。  

6、起息日：2016 年 7 月 6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6 鲁高 01 信用等级

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6 鲁高 01 信用级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17 鲁高 02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及代码：17 鲁高 02，143071。  

3、发行规模：5.30 亿元。  

4、债券期限：5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4.58%。  

6、起息日：2017 年 4 月 18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7 鲁高 02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18 鲁高 Y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鲁高 Y1，143957。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在每个约定的周期末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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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选择权时延长 1 个周期，并在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5、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

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6、债券利率：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5.70%。 

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后续周期的票面利率调

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 300 个基点。初始利差为首个周期的票面利

率减去初始基准利率。  

7、起息日：2018 年 3 月 23 日。 

8、担保方式：无担保。 

9、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8 鲁高 Y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四）18 鲁高 Y2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鲁高 Y2，143956。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在每个约定的周期末附发行人续期选择权，于发行人行使续

期选择权时延长 1 个周期，并在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全额兑付时到期。 

5、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

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工作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6、债券利率：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5.57%。 

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后续周期的票面利率调

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 300 个基点。初始利差为首个周期的票面利

率减去初始基准利率。  

7、起息日：2018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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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担保方式：无担保。 

9、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8 鲁高 Y2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五）18 齐鲁 0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面向合格投资者）。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齐鲁 01，143690。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5（3+2）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5.00%。  

6、起息日：2018 年 6 月 19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8 齐鲁 0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六）18 齐鲁 02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面向合格投资者）。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齐鲁 02，155049。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3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4.05%。  

6、起息日：2018 年 11 月 27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8 齐鲁 02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七）19 鲁高 0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 鲁高 01，155399。  

3、发行规模：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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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期限：15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4.89%。  

6、起息日：2019 年 5 月 8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9 鲁高 0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八）G19 鲁高 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G19 鲁高 1，155684。  

3、发行规模：10 亿元。  

4、债券期限：3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3.50%。  

6、起息日：2019 年 9 月 12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G19 鲁高 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九）19 齐鲁 Y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 齐鲁 Y1，163083。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基础期限为 5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

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 

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 

5、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 

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交易日， 

在相关媒体上披露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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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债券利率：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4.25%。 

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后续周期的票面利率调

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 300 个基点。初始利差为首个周期的票面利

率减去初始基准利率。  

7、起息日：2019 年 12 月 19 日。 

8、担保方式：无担保。 

9、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9 齐鲁 Y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20 齐鲁 Y1 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齐鲁 Y1，163944。  

3、发行规模：10 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基础期限为 3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

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 

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期兑付。 

5、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周

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 

额兑付本期债券。发行人应至少于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 个交易日， 

在相关媒体上披露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6、债券利率：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 3.44%。 

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后续周期的票面利率调

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 300 个基点。初始利差为首个周期的票面利

率减去初始基准利率。  

7、起息日：2020 年 2 月 27 日。 

8、担保方式：无担保。 

9、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20 齐鲁 Y1 信用级

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一）20 鲁高 01 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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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0 鲁高 01，163331。  

3、发行规模：15 亿元。  

4、债券期限：3 年。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2.60%。  

6、起息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7、担保方式：无担保。  

8、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20 鲁高 01

信用级别为 A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情况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任命周勇、李广

进、张寿利、徐立波、陈晓军、宋靖雁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邹庆忠不

再担任山东高速集团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董事长、董事职务；经山东高速集

团第一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任命毕京建为山东高速集团职工董事；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石振源、李航、王志斌、房建果为山东高速集团副总经理；

经山东高速集团党委常委会决定，任命嵇可成为山东高速集团总会计师，任命王

小东为山东高速集团董事会秘书。 

（二）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周勇，男，1962 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1983 年 7 月参

加工作。曾任山东省交通工程公司工程处技术员、副主任、工程处工程施工负责

人、施工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山东省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山东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山东高

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莱芜市委常委、副市长，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齐鲁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广进，男，1967 年生，山东莱州人，中共党员，大学，1989 年 7 月参加

工作。曾任山东省税务局计划会计处办事员、科员，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计划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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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科员、计划会计处副主任科员、计划财务处副主任科员、计划财务处主任科员、

办公室副主任、税收管理二处副处长、税收管理二处处长、企业所得税处处长、

人事处处长，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人事处处长、党委组织部部长、一级调

研员。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张寿利，男，1962 年生，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1981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北大井技术组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

南定煤矿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南定煤矿总工程师、副矿长、岭子煤矿矿长、

党委委员、副局长兼安全监察局局长，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徐立波，女，1971 年生，山东莱州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济青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科员、管理局科员、收

费处副主任科员，山东基建股份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部长，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董事，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山东能源集团财务管理

部副处长、主任会计师、资金管理中心主任、资金处处长，山东能源集团财务公

司筹建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财务管理部主任会计师、资金处处长、资金管理中心

主任、职工董事、总经理、董事长，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

事、财务总监。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财务总监。 

陈晓军，男，1969 年生，山东夏津人，中共党员，硕士学历，1990 年 7 月

参加工作。曾任山东省公安厅治安处一科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治安总队

行动队队长，山东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研究室)工作人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

员、副调研员，山东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副处长、调研员、董事会监事会工作处

处长，山东鲁粮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

事，山东泰山地勘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外部董事。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宋靖雁，男，1964 年生，山东济南人，博士学历，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

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教、讲师，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研究

助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交通部中国智能交通框架体系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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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系统专家组副组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ATH 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香

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系副研究员，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副系

主任，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05 年 12 月至今任国家

863 高科技项目专家组专家，2010 年 7 月至今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2014

年 11 月至今任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任联合重

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毕京建，男，1963 年生，山东巨野人，中共党员，工学硕士，1983 年 7 月

参加工作。曾任德州筑路机械厂职工，山东省公路管理局干部、助理工程师，山

东省交通厅人事处科员、人事处副主任科员、人事劳资处主任科员、规划基建处

副处长、规划基建处调研员（主持工作），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

总工程师，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职工董事、工会主席。现任联

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职工董事、工会主席、总审计师。 

石振源，男，1963 年生，山东肥城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山东省农机集团总公司秘书、秘书科副科长、摩托车公司

副经理，山东省经贸委企业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山东省国资委政

策法规处（研究室）负责人、政策法规处（研究室）副处长（副主任）、政策法

规处（研究室）调研员、企业改革处调研员、企业改革处处长，齐鲁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李航，男，1970 年生，四川平昌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后，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轻骑摩托车集团总公司办公室秘书、财务部科员，斯里兰

卡东方轻骑兰卡公司、巴基斯坦新东方国际贸易公司、轻骑乌干达—肯尼亚贸易

公司财务经理，巴基斯坦赛格尔—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财务顾问、财务经理、财

务总监，中国轻骑集团济南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海外财务科科长、会计科科长、财

务部副部长，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党委委员兼财务第一支

部书记，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财务

部部长、计划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党委常委、董事。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

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王志斌，男，1965 年生，山东招远人，中共党员，大学，1987 年 8 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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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曾任济南轻工化学总厂合洗分厂办事员、企管办科员，山东省交通工业集

团总公司办公室秘书、副科级干部，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总公司中一企业中层副

职级干部、中层正职级干部，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

任（主持工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山东高速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职工董事、

工会主席。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房建果，男，1968 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共党员，工学博士，1991 年 7 月

参加工作。曾任山东省公路管理局干部、工程科副科级干部，山东省交通厅公路

局基建处主任科员，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养护处副处长、建设管理处副处长、

综合规划处处长、总工程师、一级调研员，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嵇可成，男，1972 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山东省济青高速公路管理局财务科科员，山东省济德高速公

路工程建设办公室财务科会计，山东省京福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财务科会计，

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职员，齐河至夏津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办公室

财务科科长，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中层副职、财务部副部长，山东高速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省地铁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联合重组前的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机关纪委副书记。现任联合重

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王小东，男，1975 年生，山东栖霞人，中共党员，工程硕士，1997 年 7 月

参加工作。曾任山东基建济青高速济南管理处监控分中心职员、组织人事科宣传

干事、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鲁西分公司政治处职员、团

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职员、团委副书记、办公

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中国山东高

速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现任联合重组后的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山东高速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 

（三）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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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人员变动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对发行

人已经做出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性无影响，也不会导致发行人治理结构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本次人员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仍符合法律规定。 

 

广发证券作为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利益，履行受

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广发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广发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