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券简称：10 凯迪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22890 

银行间市场债券代码：108009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及《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含二分之一）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

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

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在其债券持

有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3、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通知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

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4、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债券持有人。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0 凯迪

债”），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并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中债上市、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上交所上市。 

发行人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置换 “10 凯迪债”抵押/质押资产的董事会决议。根据《2010 年武汉凯迪

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债权代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决

定召开“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表决《关于置换“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抵押/质押资产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召开时间：2016 年 4 月 18 日 10：00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708 室 

5、表决方式：记名投票 

6、债权登记日：2016 年 4 月 11 日 

7、出席会议的人员： 

（1）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1 日（下午收市（15：00）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10 凯迪债”债券持

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不能参加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1） 



（2）债券发行人 

（3）债权代理人 

（4）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置换“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质押

资产的议案》（具体议案见附件 2）。 

三、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1、登记办法： 

（1）法人债券持有人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需提供本

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 

上述证件、证照、账户卡等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

上述材料通过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登记地址债权代理人处，一经送达即视为

参会（邮寄方式以债权代理人工作人员签收为准）。 

2、登记时间：2016 年 4 月 13 日（8：00 至 12：00，13：00 至 17：00）；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以公司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截至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3

日 

3、登记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4、联系方式： 

债权代理人联系人：姜虹、张馨予 

电话：010-56839356 

传真：010-568394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28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邮编：100032 

发行人联系人：徐浩波、贺民 

电话：027-67869088、027-87992706 

传真：027-87992612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邮编：430223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由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

式任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拥有一票表决

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

当由至少两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一名债权代理人代表和一名

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 50%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4、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债券持有人不得以与债券持有

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的方式单独行使债权及抵押/质押权利。 

 

特此通知。 





附件 1： 

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16 年 4 月 18 日

召开的 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审议《关于置换“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

质押资产的议案》，并代为行使以下表决权：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请在上述三项选项中打“√”；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债权人须经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填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6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附件 2： 

关于置换“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抵押/

质押资产的议案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2010 年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总

额为 10 亿元，期限 10 年。以原公司关联方武汉长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

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长凯土地”）以及中盈长江国际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35%的股权（以下简称“中盈股权”）作为债券发行担保。 

现经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拟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发行人提供担保，同时，释放上述长凯土地

和中盈股权的抵押/质押资产。我公司以其下属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覆盖本期债券金额 1.5 倍市值流通股为其提供反担保。 

抵押/质押资产变化情况如下： 

发行时 替换后预计 

资产名称 资产名称 

1、土地使用权（夏国用 2005 第 066 号、

夏国用 2005 第 067 号、夏国用 2006 第

024 号） 

2、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35%

股权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公司由中方和外方共

7 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中方股东包括中国

进出口银行、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宏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内蒙古鑫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外方

股东包括美国摩根大通集团及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 

目前该公司在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

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sinoguarantee.com/&q=%E4%B8%AD%E5%90%88%E4%B8%AD%E5%B0%8F%E4%BC%81%E4%B8%9A&ts=1459237765&t=602d10a2ef92991214436708b77001c&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sinoguarantee.com/&q=%E4%B8%AD%E5%90%88%E4%B8%AD%E5%B0%8F%E4%BC%81%E4%B8%9A&ts=1459237765&t=602d10a2ef92991214436708b77001c&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sinoguarantee.com/&q=%E4%B8%AD%E5%90%88%E4%B8%AD%E5%B0%8F%E4%BC%81%E4%B8%9A&ts=1459237765&t=602d10a2ef92991214436708b77001c&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sinoguarantee.com/&q=%E4%B8%AD%E5%90%88%E4%B8%AD%E5%B0%8F%E4%BC%81%E4%B8%9A&ts=1459237765&t=602d10a2ef92991214436708b77001c&src=haosou
http://baike.so.com/doc/3552029-3735762.html
http://baike.so.com/doc/3552029-3735762.html
http://baike.so.com/doc/6657665-6871486.html
http://baike.so.com/doc/6657665-6871486.html
http://baike.so.com/doc/6811889-7028843.html
http://baike.so.com/doc/6811889-7028843.html


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6家市

场评级机构中均被授予 AAA 级主体信用等

级。 

主体评级：AA 主体评级：AA 

债项评级：AA+ 债项评级：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