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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发行人”

或“公司”）对外公布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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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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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次发行经同仁堂于2016年1月12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股东大会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决议通过，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12亿元（含

12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10年期。2016年6月2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360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

（含）的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 债券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亿元，并设有超额配售选

择权，其中超额配售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

为人民币8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利率为2.95%。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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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于每

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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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7月31日。 

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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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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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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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债

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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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采取无担保方式。 

11、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新世纪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级。 

12、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

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14、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

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调整债务结

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16、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

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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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振坤 

成立日期：2000 年 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128,078.4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 1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2600841J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京彦 

联系方式：010-6705 6924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二、经营成果分析 

2017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为502,518.31万元，较上年同期的466,529.48

万元增长7.71%；净利润为96,989.19万元，较上年同期85,098.86万元增长13.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666.59万元，较上年同期的59,565.42万元增长

11.92%。 

1、主要产品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中药产品业务，剂型涉及丸剂、片剂、颗粒剂、

口服液和胶剂等多种剂型，产品涵盖中成药、食品、化妆品等多个领域。 

    于报告期内，在产品市场承压、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以及消费

需求多样、成本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行人继续坚持开拓进取与稳中求

进「双结合」，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健康增长。发行人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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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中药产品销售 494,112.43 98.32% 458,884.37 98.35% 

广告服务 3,760.59 0.75% 3,903.39 0.84% 
中医咨询服务 4,112.85 0.82% 3,302.66 0.71% 
品牌使用权 46.65 0.01% 74.98 0.02% 
其他业务 485.79 0.10% 364.08 0.08% 

营业收入合计 502,518.31 100.00% 466,529.48 100.00% 

 

2、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887,565.68万元，负债合计为241,611.5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7.22%，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81,661.91万元。2017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502,518.31

万元，利润总额116,622.35万元，净利润96,989.19万元。 

发行人2017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资产总计 887,565.68 818,416.70 
负债总计 241,611.52 229,905.8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661.91 440,318.4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总收入 502,518.31 466,529.48 
营业总成本 387,074.61 365,287.67 
营业利润 116,677.74 101,175.32 
利润总额 116,622.35 102,350.43 
净利润 96,989.19 85,098.8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666.59 59,565.4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80.56 41,000.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32.20 -44,064.60 
筹集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76.84 71,1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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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854.86 78,397.9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356.10 233,2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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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额为8亿元，所得款项净额（扣减所有相关成本及费用）

约为人民币79,856万元。其中1亿元用于偿还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

明书承诺的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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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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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增信机制情况 

公司发行的债券未采取增信措施。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

为正，经营利润稳定增长，经营情况正常，为公司债券能够按时、足额偿付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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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因此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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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31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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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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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

进行定期跟踪评级。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

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新世纪评级将启动不定期跟

踪评级程序。报告期内，未发生触发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的事项，资信评级机构

未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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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

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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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

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

了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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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无对外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情况。 

七、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

示的重大事项 
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 

1 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5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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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十 
6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否 
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8 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否 
9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否 
11 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否 

12 
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否 

13 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否 

八、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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