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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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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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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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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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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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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5]2733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二、债券名称：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简

称“本期公司债券”、“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5三友01、136105.SH；15三友02、136106.SH。 

四、发行主体：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公司”、“三友化工”）。 

五、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品种二债券期限为7年，

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六、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10亿元，其中品种一

为5亿元，品种二为5亿元。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品种一的票面利率为4.20%，品种二的

票面利率为5.30%。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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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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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即2015年12月17

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对于品种一，2016

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12月17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同)，到期日为2020年12月17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对于品种二，2016年至2022年间每年的12月17日为上一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到期日为2022年12月17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1交易日，到期本息的

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工作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

金。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

办理。 

九、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一，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

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二，投资者

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5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

记。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对于本期债券品种二，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

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5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一、跟踪评级结果 

2016年5月，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7年6月，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018年6月，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10亿元，公司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7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

运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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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冀股办（1999）

48号文批准，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碱业集团”）

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国投建化实业公司、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河北

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唐山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发行人于

1999年12月28日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发行字[2003]48号文批准，发行人于2003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人民币普通股1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每股

6.00元。发行人设立时总股本35,00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25,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10,000万股，2003年6月1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字[2003]59号文审核同意，可流通股份10,000万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挂牌交易。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2,064,349,448元。 

2017 年发行人申请发行中期票据，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的披露与监管要求，认定公司无实际控制

人。为保证发行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一

致性，自2017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发行人对其实际控制人的表述进行调

整，即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

集团”）曾作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仍将持续履行。 

尽管发行人对实际控制人的表述有所调整，发行人与碱业集团、

三友集团的股权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截至2017年年末，碱业集团持

有发行人 37.15%的股权，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三友集团持有碱业

集团 100%的股权，直接持有发行人 8.1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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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自上市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资产质量、产品规模、盈

利能力及抗市场风险能力大大提高，产品结构、工艺结构得到持续优

化。发行人是国内纯碱、粘胶行业双龙头企业，形成了纯碱、粘胶短

纤、氯碱、有机硅上下游一体化、独特的循环经济产业链。2007年12

月，发行人被列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对宏观经济转型调整、

环保政策空前严厉等严峻形势，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

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加强科技投入，大力推动降本

增效和精益管理，以内部挖潜创效、外抓市场增效作为最强有力的抓

手，结合重点工作管理、标准化管理、6S管理等举措，推动公司效益

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发行人全年共生产纯碱344.75万吨，同比减少1.05%；粘胶短纤

维53.85万吨，同比增长2.34%；烧碱54.53万吨，同比增长6.58%；PVC

（含专用树脂）45.03万吨，同比增长7.87%，有机硅环体10.86万吨，

同比增长2.7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1.96亿元，同比增长28.17%，

利润总额25.44亿元，同比增长136.00%，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89

亿元，同比增长147.63%，实现每股收益0.9651元。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240.90亿元，较2016年末的210.01亿元增长14.71%；净资产（不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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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股东权益）为100.11亿元，较2016年末的69.59亿元增长43.85%。

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01.96亿元，较2016年增长28.17%；2017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89亿元，同比上

涨147.63%。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408,960.89 2,100,085.19 14.71% 

负债总计 1,345,622.59 1,354,487.59 -0.65% 

少数股东权益 62,258.48 49,670.77   25.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权益合计 
1,001,079.82 695,926.83  43.8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019,573.12 1,575,679.93 28.17% 

营业利润 260,633.37 110,492.72 135.88% 

利润总额 254,378.94 107,786.22  13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8,907.71 76,286.00   1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845.74 79,323.40  143.1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年末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393.82 134,378.48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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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056.46 -14,221.57  -399.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76.28 -130,472.05  67.9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529.88 -10,428.20  431.12%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33号文批

准，于2015年12月17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10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98,650万元，已于2015年12月18日汇入发行人账户。 

根据发行人2015年12月14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1、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约10亿元，其中约7亿元用于偿还

短期银行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借款； 

2、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2016年3月31日对外披露的《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截至2016年1月底，本期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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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5年12月17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已于2017年12

月18日按时足额支付了本年度（自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6

日期间）利息。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评级于2018年6月6日出具了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该报

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观点 

（一）优势 

1．2017年，公司在生产规模、成本控制、产品价格、市场占有

率等方面仍保持了较强的综合竞争优势。 

2．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下，公司主导产品价格上涨，

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均保持较高水平，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经营现金

流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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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年6月公司成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13.86

亿元，主要用于在建工程，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结构

更趋于合理，公司偿债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关注： 

1．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废弃物，

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公司环保风险加大；同时，公司部分产品在生产、

运输、销售过程中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2．公司主要产品大多为基础化工产品，盈利能力受宏观经济波

动影响较大；部分产品所属行业拟新增产能较大，竞争激烈，产品价

格波动较为明显。 

3．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和能源合计占比较

大，未来若其价格继续上扬或高位震荡，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二、跟踪评级结果 

联合评级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

定”；同时维持 “15三友01”和“15三友02”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 

 

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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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为维护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聘请了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双方签署了受托管理协

议。受托管理人对本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的

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 

 

第九章 其它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