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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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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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23 号文核准发行。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人民币 8.5 亿元。 

四、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与发行价格 

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100元/张）。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5年期(3+2)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六、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5.04%。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

不变。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

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0.01%。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簿

记确定。 

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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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利息和本

金在【2016】年【5】月【29】日一起支付。 

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2013】年【5】月【29】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2014】年起每年【5】月【29】日为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到期日：【2018】年【5】月【29】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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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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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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担保方式 

由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九、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十、跟踪评级结果 

2015年5月，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十一、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募集资金使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8.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6亿元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2014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ueyang Forest & Paper Co., Ltd.  

注册资本： 1,043,159,148 元 

法定代表人： 黄欣 

成立时间： 2000 年 9月 28日 

公司住所/办公地址： 岳阳市城陵矶光明路 

所属行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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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邮政编码： 414002 

电话： 0730-8590683 

传真： 0730-8562203 

电子邮箱： zqb-yylz@chinapaper.com.cn 

 

 

二、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年报：2014 年国内造纸业仍然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旺、微利

经营的局面，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改革，落实“四新”（改革新举措、经营新

思路、管理新方法、激活新机制）要求，积极推进管理和经营的优化提升。 

2014 年公司通过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流程梳理，优化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实行运营效率对标、KPI 指标建设、三合一管理体系、机构、职能改革，加强精

益班组建设、优化生产流程等系列管理举措，并创新销售考核模式、优化销售内

部管理，加强了新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围绕市场强化客服管理、运营分析，公

司内部基础管理水平及系统效率有所提升。 

2014 年公司共生产纸及商品浆 130.47 万吨，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8,252.7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64 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 31.4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660,804.5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7,895.1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61%。 

 

三、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166.08

亿元，较 2013 年末的 173.28 亿元略有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 53.79 亿元，较 2013 年末的 53.69 亿元上升 0.19%。公司 2014 年实现营业收

入 65.83 亿元，较上年减少 0.41%，2014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0.13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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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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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6,608,045,887.99  17,327,808,411.80  

总负债 11,229,094,549.70  11,956,619,236.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378,951,338.29  5,368,913,149.8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6,582,527,007.96  6,609,562,076.70  

营业利润 -316,083,888.18  -185,390,252.91  

利润总额 49,415,171.53  34,041,0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6,388.25  19,370,62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890,447.42  -169,000,929.6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7,126,506.03  238,907,683.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0,528.52  -126,699,401.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936,871.17  -13,845,438.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9,475,902.49  110,823,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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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23号文批准，于2013年5月29-31日公

开发行了总额为人民币85,000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已于2013年6月4日汇入发行人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以及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天健湘验

［2013］18号、天健湘验［2013］17号、天健湘验［2013］19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2013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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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于偿还银行借款与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因本期债券的审批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

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

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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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

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日，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2012年10月29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六十二次董事

会，会议同意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年期公司债券17亿元，并同意中国诚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前述债券提供担保。 

2012年10月29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出具了《担保

函》。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在与银行及客户的业务往来中信

誉良好，无违约情况发生。各金融机构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

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4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3年5月29日正式起息。2014年度内，发行人于2014年5

月23日刊登了付息公告，并于2014年5月29日完成付息。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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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发布了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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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联合评级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维持“负面”；

同时维持“12岳纸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第八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施湘燕、证券事务代表为顾吉顺。2014年度上述人员未

发生变动情况。 

 

第九章 其它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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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4

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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