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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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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招商证券提供的

其他材料。招商证券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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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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1 年 6 月 21 日，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瀚蓝环境”、“公司”或“发行人”）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核准文号为证监许可字[2011]981 号，获准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 6.5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或“本期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2011 年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 发展债、122082。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6.5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及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本期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65%。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

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

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 年 7 月 7 日 

十、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2015

年和 2016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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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设置提前还本条款，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兑付

本期债券剩余本金的 30%；2016 年 7 月 7 日兑付剩余本金的 70%。但若发行人

行使赎回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4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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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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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计利息。 

十二、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7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6 日止，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十三、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若发行人在第 3 年末行使赎回权，所赎回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4 年 7 月 7 日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

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4 年 7 月 7 日一起支付。  

若发行人放弃赎回权且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权或行使部分回售权，则本期债

券剩余本金采用提前偿还方式，即在债券发行完毕后第 4 年偿还剩余本金 30%，

第 5 年偿还剩余本金 70%；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

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

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本期债券兑

付日为 2015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本次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

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十四、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

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

选择权的公告，若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期债券将被视为第 3 年全部到期，发行

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公司债券。赎回的支付方式与

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不行使赎回，则本期债券将继续

在第 4 年、第 5 年存续。 

十五、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若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放弃行

使赎回的公告，将同时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

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0 至 100 个基点，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若发行人未行使

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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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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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公司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

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

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七、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 

十八、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评估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九、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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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于 1992 年 10 月 7 日经广东省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广东省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粤股审（1992）65 号”文批准成立，由广东省南海市发展集团公司以

其属下的 5 家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而成，并于

1992 年 12 月 17 日在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注册号为 4406821507371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于 1993 年 5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中证交上市[1993]9

号”文批准同意公司定向募集法人股 4,500 万股在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的

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上市流通。 

1999 年 11 月，南海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佛山市南海供水集

团有限公司”）以承担债务方式受让南海市发展集团公司持有的公司 7,609.45 万

股国有法人股，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从以贸易为主的经营格局转变为以经

营自来水的生产、供应及路桥投资为主的企业。 

公司于 2000年 11月 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0]159

号”文《关于核准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利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向原 NET 流通法人股股东定向配售和上网定价发行

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6,500 万股，并于 2000 年 12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0]159 号文《关于核准南海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1999]136 号文《关于广东省挂牌企业流通法人股清理方案的批复》公司内部职

工股 306.966 万股和原 NET 系统法人股 6,435 万股分别于 2003 年 12 月 8 日和

2003 年 12 月 26 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公司唯一非流通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为使其持有的

股份获得流通权，以向流通股股东送出股票和现金的方式作为对价安排。其中股

票对价方式为：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20,851.42 万股、流通股

13,241.97 万股为基数，由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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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送出 1.3 股股票，共送出 17,214,556 股股票。2006 年 5 月 19 日方案实施后国

有法人股减至 5,887.9952 万股，流通股增至 14,963.4216 万股。 

200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07 年度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851.42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转增股份 6,255.4251 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27,106.8419

万股。 

2011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106.8419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股票股利 2 股，共增加股份 5,421.3684 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32,528.2103

万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25,282,10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

金按每股转增 0.5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共增加股份 162,641,052 股，公司股份总

数增至 487,923,155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根据公司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61 号《关于核准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向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1,319,726 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股本增至

579,242,881 股。 

公司 2013 年 11 月 1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公司

更名的议案，公司名称由“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3 年 12 月 10 日由“南海发展”变更为“瀚蓝环境”，

证券代码 600323 不变。 

公司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及供应；供水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询；

销售供水设备及相关物资；路桥及信息网络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经营；以下项目

仅限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污水及废物处理设施的建设、设计、管理、经营、技术

咨询及配套服务；销售污水及废物处理设备及相关物资。 

二、发行人 2013 年度经营情况 

2013 年，政府和民众环境保护意识持续加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规划日渐

完善，一系列支持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和深化，环保行业面临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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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机遇和市场环境。行业进入投资高峰期，各路资本竞相涌入，不少企业通过

并购进入环保行业或实现跨越式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公司围绕“全国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的战略定位，落

实年度经营计划，以“整合发展、夯实提升、蓄势突破”为指导思想，以财务、发

展、竞争力提升三大目标为导向，创新思维，迎难而上，巩固供水、污水处理和

固废处理三大主营业务，积极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继续夯实内部管理，严格

控制成本，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逐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树立良好

企业形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公司积极实施行业并购，向成为“全国有

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的目标迈进。  

201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144.94 万元，同比增长 13.12%，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97,123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96.98%，同比增长 12.70%；实现营业利

润 26,560.51 万元，同比增长 18.8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87.81 万

元，同比增长 22.93%；基本每股收益 0.40 元，同比增长 8.11%；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93%，同比下降 0.71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各业务主要生产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分行业或分产品 
生产量（或处理量） 销售量（或结算量）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供水（立方米） 361,143,969  355,677,012  349,811,165  339,606,670  

污水处理（立方米）  176,346,841  165,812,134  206,006,291  190,451,086  
固废处理     

其中：垃圾焚烧（吨） 629,202  717,178  969,496  717,178  
垃圾转运（吨） 875,013  652,695  875,013  652,695  

   污泥处理（吨） 23,181   23,181   
飞灰处理（吨） 27,549   27,549   

供水业务：报告期内供水业务保持稳定，供水量和售水量略有增长；桂城水

厂整体迁移工程三大子项目即新桂城水厂工程、新桂城水厂专用输水管道工程和

桂城增压泵站工程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已完成总工程量 92%。其中，新桂城水

厂已具备制水能力，桂城增压泵站清水池已完工，具备进水功能。新桂城水厂整

体迁移预计 2014 年上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属下各污水处理厂进入稳定生产状态，禹门污

水处理厂于 9 月份投产，且部分污水处理项目执行按设计规模 100%进行结算，

因此实际污水处理量及结算量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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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垃圾压缩转运项目和二厂项目正常生产。由于新

增飞灰固化项目和南海污泥干化处理项目、小塘和大沥西垃圾转运站投产等原

因，固废处理业务收入和利润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一厂改扩建和南海区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在有序筹建中。随着飞灰固化项目和南海污泥干化处理项目、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的投产或筹建，公司打造的从源头到终端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系统化处理

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作为城市生活固体废弃物处置系统

化规划与建设的成功案例，受到国家住建部等赞许，在全国同行业中树立了标杆

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向对燃气发展公司的增资工作，持股比例提高至 40%。

报告期内实现对燃气发展公司的投资收益 4766.8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创冠中国 100%股权和燃气发展公司 3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目前重大资产

重组项目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监会、国家商务部等部门核准。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对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增强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具有战略性意义。 

三、发行人 2013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度财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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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增减率 

资产合计 5,428,403,994.25 4,635,301,636.79 17.11% 
负债合计 2,944,659,677.75 2,333,367,052.43 26.2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483,744,316.50 2,301,934,584.36 7.90% 
股本 579,242,881.00 579,242,881.00 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001,449,409.81  885,267,957.56  13.12% 
营业利润 265,605,080.07 223,576,348.93 18.80% 
利润总额 276,524,374.96 224,334,917.11 2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878,127.82 190,257,085.33 2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688,656.65 189,688,159.20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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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558,335.72  497,240,326.77  -0.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8,587,676.11  -732,467,200.69  65.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608,162.44  415,977,350.03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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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8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至 2011 年 7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 6.5 亿元公司债券。根据发行人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中约 0.93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借款，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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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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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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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评估于 2014 年 4 月发布了《南海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观点 

公司目前作为南海区重要的公用事业平台，2013 年区域垄断优势不断得到

巩固，全年供水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污水处理和固废处理业务保持良好势头，收

入贡献明显提高，并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受益于公用事业属性，公

司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国性的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未来随着创冠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和区政府下属的优质燃气资产逐步注入，公司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经营状况有望进一步向好。但同时，中诚信证评也关注到公司区外资源的拓展能

力。 

二、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评估维持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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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汤玉云，2013 年度

上述人员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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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7 月 7

日，2015 年和 2016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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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按时完成债券利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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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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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为 773.4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2%。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3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3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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