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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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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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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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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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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4]382 号文核准，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90亿元公司债

券。 

二、债券名称：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4 伊泰 01 

四、发行主体：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品种、发行规模及票面利率：本期债券为 5年期固定利

率品种，发行规模为 45 亿元，票面利率为 6.99%。 

六、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七、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八、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

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

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九、起息日：2014 年 10 月 9日。 

十、付息日：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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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兑付日： 

2019 年 10月 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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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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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票面总额的本

金。 

十三、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四、信用等级：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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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地方民营煤炭企业，

公司以煤炭生产经营为主业，铁路运输为辅业、煤化工为产业延伸的

大型产业集团。截止 2015 年末，公司直属及控股的营运中的机械化

煤矿共 12 座，年生产能力为 5,000 万吨；控股并投入运营的铁路 3

条。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2015 年，一方面，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影响，

用煤行业耗煤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国内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产量大

幅超前，同时进口煤依然保持较大规模，使得煤炭供过于求的局面依

旧没能得到改变，致使煤炭市场严重下滑，价格大幅下跌，行业效益

持续下降。 

（—）煤炭板块 

2015 年，面对煤炭市场下行、煤炭资源储量递减、地质条件日

趋复杂等多种挑战，公司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累计生产商品煤

3,434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20.5%；销售煤炭 5,982 万吨，较上年同

期减少 9.4%。  

1、煤炭生产 

一方面以降本增效为目的，加强运营成本管控，推动煤矿精细化

管理，形成全面预算目标与内部核算以及过程控制的有机融合；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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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通过加强井下生产环节和煤炭洗选环节的煤质管理，制订仓储

精细化管理改进方案实现提质增效。  

2、煤炭运销 

2015 年，在维护好现有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增设销售公司、跨

销售区域开展业务等方式，不断优化和拓展区内外市场，共新增 50

多家客户，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占有率。采取量价联动的机制进行促销，

最大限度增加高效益煤种销量，以及调配“特殊煤种”满足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增加煤炭销量。在降本增效方面，积

极争取到港最佳路线，节约物流成本，形成了以“太原局调运为主，

呼和局调运为辅”的外运模式。同时，创立汽运招标新模式，大大降

低了汽运成本。  

（二）铁路板块 

2015 年，公司加大与各铁路局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运量。及

时关注市场并形成动态数据库，制定站台费、运费阶梯价格方案，适

时调整运费吸引客户。同时，多措并举开展全员物流营销，积极挖掘

区内电厂潜在需求，提升散户进线发运量，并开拓了东北市场。此外，

通过推进设备改造，强化储装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进行内部市场

化改革等，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2015年，准东铁路发运煤炭 5,519

万吨，呼准铁路发运煤炭 2,833 万吨。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2015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195.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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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0.91 亿元，同比下降

95.98%。 

2015 年度，公司实现每股收益约 0.0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95.65%；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较上年同期减少 9.76

个百分点。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81.69 587.44 

总负债 414.00 312.47 

所有者权益 267.68 274.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1.51 229.32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95.66 253.94 

营业总成本 193.88 220.48 

利润总额 2.94 34.00 

净利润 2.52 27.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91 2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 5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4 -99.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4 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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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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382 号文核

准，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 45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截至 2014

年 10月 14日，已汇入发行人在中国建设银行鄂尔多斯天骄路支行开

设的账户内。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

用用途专款专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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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基本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及其他增信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债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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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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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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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正式起息。 

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10月 9日按时支付了本期公司债券 2014 年

10 月 9日至 2015 年 10月 8日期间的应付利息 31,455 万元，未出现

延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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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的 2015 年跟踪评级

报告，发行人的主体级别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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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

动情况 

 

2015 年 3月 25日，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廉

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在董事会秘书空缺

期间，暂由发行人董事刘春林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发行人董事

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 

2015 年 4月 23日，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由

赵欣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并承担相应职责。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赵欣女士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在 2015

年内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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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14 伊泰 01”的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严格按

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

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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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6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