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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项目要素

项目要素表

项目

基本

要素

名称 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资产收益权产品

交易对手

【发行人】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薛

城城建”或“发行人”）

【担保人】山东晟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

鸿城建”或“担保人”）

规模 总规模不超过 2 亿元，根据实际募集情况分批放款

期限 不超过24个月

资金用途 用于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基础设施建设

增信措施
1、山东晟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不少于2.3亿确权应收账款质押

还款来源

1、发行人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合法收入。

2、担保人山东晟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合法收入代为偿

还。

3、发行人应收账款回款资金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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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政府情况介绍

一、枣庄市简介及财政情况

枣庄，是山东省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山东省重要的现代煤化工、能源、

建材和机械制造基地，新兴科技创新基地，鲁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 。截至 2018

年，全市下辖 5个区、代管 1个县级市，总面积 4563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392.73

万人，城镇人口 231.24 万人，城镇化率 58.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950.3

亿元。

枣庄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山东南部，东接临沂、南邻徐州、西连济宁、濒临

微山湖。南北最长 96 千米，市域面积占山东省总面积的 2.97%。 地势北高南低，

东高西低，呈东北向西南倾伏状。丘陵约占总面积的 54.6%，平原约占总面积的

26.6%，洼地约占总面积的 18.8%。属中纬度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区，兼有

南方温湿气候和北方干冷气候的特点。 市驻地枣庄，在唐宋时形成村落，因多

枣树而得名枣庄 ，1961 年设市后正式使用该名。

枣庄是中国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全国健身秧歌城市”，因铁道游

击队和台儿庄大战而闻名中外 。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截至 2016 年 6 月，境内

A 级景区共有 47 家，其中 5A 级景区 1 家、4A 级景区 12 家、3A 景区 18 家，4

处国家级湿地公园。枣庄境内著名旅游景点有台儿庄古城、抱犊崮、微山湖湿地

红荷风景区、冠世榴园、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墨子纪念馆等。

2019 年，枣庄市地区生产总值（GDP）1693.91 亿元，可比增长 3.6%。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58.87 亿元，增长 0.2%；第二产业增加值 736.98 亿元，增长

0.2%；第三产业增加值 798.06 亿元，增长 7.7%。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9.4：43.5：

47.1。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322.46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147.26 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3%，增长 0.4%；上级返还性收入和转移支付补助

112.56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上年结转及调入资金等 62.64 亿元。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15.71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267.1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2098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BA%A7%E5%B8%82/20896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5%8D%97/29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9C%E5%9C%B0%E5%8C%BA/75965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1557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2%82/7811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5%B7%9E/41328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AE%81/24465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6%B9%96/825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B3%A1%E4%B8%A4%E5%B2%B8%E4%BA%A4%E6%B5%81%E5%9F%BA%E5%9C%B0/3307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1%E9%81%93%E6%B8%B8%E5%87%BB%E9%98%9F/57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1%E9%81%93%E6%B8%B8%E5%87%BB%E9%98%9F/57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84%BF%E5%BA%84%E5%A4%A7%E6%88%98/9611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84%BF%E5%BA%84%E5%8F%A4%E5%9F%8E/93541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B1%E7%8A%8A%E5%B4%AE/10229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6%B9%96%E6%B9%BF%E5%9C%B0%E7%BA%A2%E8%8D%B7%E9%A3%8E%E6%99%AF%E5%8C%BA/33834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6%B9%96%E6%B9%BF%E5%9C%B0%E7%BA%A2%E8%8D%B7%E9%A3%8E%E6%99%AF%E5%8C%BA/33834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A0%E4%B8%96%E6%A6%B4%E5%9B%AD/5166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1%E9%81%93%E6%B8%B8%E5%87%BB%E9%98%9F%E5%BD%B1%E8%A7%86%E5%9F%8E/13664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A8%E5%AD%90%E7%BA%AA%E5%BF%B5%E9%A6%86/699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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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4.6%，增长 2.8%；上解上级支出及债务还本支出等 43.53 亿元；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5.04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6.75 亿元。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89.60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11.72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03.9%，增长 11.8%；上级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补助及一般

债券转贷收入 40.60 亿元，区（市）上解、上年结转收入及调入资金 37.28 亿

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85.75 亿元，其中：市级当年支出 45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7.1%，增长 10.8%；市对下转移性支出 9.50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一般债券转贷区（市）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 26.25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5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3.85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310.58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218.61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4.7%，增长 57.1%；上级补助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79.23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12.74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293.75 亿元，

其中：当年支出 252.9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5%，增长 66.4%；上解支

出、专项债务还本支出及调出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下同）40.81 亿元。收

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16.83 亿元。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118.09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29.3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4.9%，下降 14.1%；上级补助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78.12 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 10.66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103.19 亿元，其中：

当年支出 34.41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31.5%，增长 18.2%；补助区（市）支

出、专项债券转贷支出及调出资金等 65.20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3.58 亿

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14.90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10.43 亿元，其中：当年收入 10.4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增长 61.4%；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5 万元。全市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10.39 亿元，其中：当年支出 6.1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5%，增长 101.3%；调出资金 4.21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425 万

元。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5927 万元，其中：当年收入 591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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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主要是泉兴集团上缴的利润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5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5502 万元，其中：当年支出 361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9.8%，增长 286.7%；调出资金 1886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支出 42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39.4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5%，增

长 16.7%。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33.0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7%，增长

15.2%。年末滚存结余 88.22 亿元，其中当年结余 6.38 亿元。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70.8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2%，增长

22.1%。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8.2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6%，增长

29.5%。年末滚存结余 25.64 亿元，其中当年结余 2.56 亿元。

二、薛城区简介及财政情况

薛城区，为枣庄市辖区，地处枣庄市西部，山东省南部，地理坐标东经

117°9′2″至 117°28′41″，北纬 34°37′35″至 34°56′38″，北与滕州

市为邻，自东北向东南依次与山亭区、市中区、峄城区接壤，西与微山县毗连，

版图如菱形，总面积 423.02 平方公里。

薛城区地处北温带，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地势东高西低，向西南倾斜，

属于黄淮冲积平原。截至 2019 年， 薛城区辖 5 个街道，4个镇。2016 年，全区

常驻人口 46.25 万人，城镇化率达 58.38%，2016 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299.07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65128 元。

薛城区夏庄石雕、洛房泥塑源远流长，是全国唢呐之乡、全国剪纸之乡、全

国武术之乡、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区。

2019 年，薛城区地区生产总值 251.1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0%，增速继续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9%；从产业结构来看，薛城区

三次产业结构为 5.8：38.2：56.0。

受国家化解产能过剩传统工业影响，薛城区工业生产低位运行，2019 年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4%，同比下降 3.6 个百分点。2019 年薛城区第

三产业增速明显提升，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63.77 亿元，增长 33.4%。房屋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A3%E5%BA%84%E5%B8%82/24045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2098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95%E5%B7%9E%E5%B8%82/24046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95%E5%B7%9E%E5%B8%82/24046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A%AD%E5%8C%BA/1359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4%B8%AD%E5%8C%BA/27583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84%E5%9F%8E%E5%8C%BA/106086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B1%B1%E5%8E%BF/24468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8%A9%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5%BA%84%E7%9F%B3%E9%9B%95/79172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6%88%BF%E6%B3%A5%E5%A1%91/103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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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面积 532.57 万平方米，减少 2.38%；房屋竣工面积 15.07 万平方米，减少

61.32%。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94.87 万平方米，下降 9.1%；商品房销售额 65.27

亿元，增长 22.9%。同期，薛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7%。

2019 年，薛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0%。其中税收收入占比有所

上升；上级补助收入同比增加，具体包括返还性收入为 2.54 亿元，一般转移支

付收入为 9.9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为 0.64 亿元。

2019 年，薛城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133.92%，但受房地产市场影响，

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9 年，薛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3.84 亿元，同比增长 7.5%，其中刚

性支出为 18.06 亿元，占比 75.75%；薛城区地方财政自给率为 62.63%，地方财

政自给程度一般；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加 118.23%。

截至 2019 年末，薛城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60.5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为

21.7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38.7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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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尽职调查

一、公司简介

（一）基本信息

（二）股权结构

（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公司是由原枣庄市薛城区建设局（枣庄市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前身）

于 1989 年 6 月 1 日出资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5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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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0390.05 万元，枣庄市薛城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薛城住建局”）为公司唯一股东，薛城区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薛城区政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拥有 7家二级子公司，较 2018 年末增加 1 家，即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04 日出资设立的枣庄晟恒置业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二级子公司情况（单位：万元、%）

（四）经营分析

业务运营

经营概况

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润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仍主要来自于保障房建设和商

品房销售等业务

作为薛城区重要的保障房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公司继续从事枣庄市薛

城区保障房建设、公用事业运营及商品房销售等业务。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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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主要来自于保障房建设及商品房销售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39.45%，主要为多

个保障房建设项目确认收入完毕所致；水务、污水处理和供热等公用事业运营业

务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补充。此外，2019 年，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减

少，主要系 2018 年发生的非经常性土地转让收入持续性不强所致。

公司营业收入、毛利润及综合毛利率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毛利润主要来自于保障房建设及商品房销售业务，2019 年同比减少

0.31 亿元。同期，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06%，较 2018 年同比下降 1.94 个百分点。

保障房建设

公司继续从事枣庄市薛城区内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业务具有较

强的

区域专营性；在建保障房项目投资规模较大，面临较大的资本支出压力受薛

城区政府委托，公司继续从事薛城区范围内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性住房建设，业务

区域专业性较强。保障房建设业务由公司本部和子公司盛泰房开负责。

公司保障房建设业务及收入确认模式无变化。2019 年，公司就新华街棚户

区改造项目确认收入 3.84 亿元。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在建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

为薛城区新华街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投资 19.41 亿元（含土地出让金 4.39

亿元），尚需投资 14.85 亿元，仍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压力。未来随着募投项目

新华街区域一期建设完成及二期项目的逐步完工，政府支付的项目工程款将形成

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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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公司重点在建保障房项目情况（单位：亿元、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

商品房销售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未来

公司该业务收入的规模存在不确定性

房地产开发业务继续由公司本部和子公司盛泰房开负责。其中，公司本部具

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公司商品房销售业务收入分为两类，一是公司从事商品

房开发取得的收入；二是保障房建设项目配套商业住宅、门市、车位的销售及回

迁安置后剩余房源对外销售收入。

2019 年，公司商品房销售收入主要来自金水湾项目销售，确认销售收入为

1.09 亿元，结转成本 0.63 亿元，毛利率较上年末有所增加，主要系房地产景气

度上升导致价格上升所致。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在建商品房项目主要为香樟园、仲建商务广场和金科

公寓。仲建商务广场规划建筑面积 3.10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3.13 亿元，累计

已投资 1.77 亿元。公司在建的商业地产项目位于薛城区城市核心区域，可售面

积较大，随着逐步入市销售为公司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一定支撑。但受房地产市

场影响，未来公司该业务收入的规模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建商品房项目情况（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水务业务

公司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处理业务区域专营性较强，收入规模保持稳定

公司水务业务包含供水、供水工程及污水处理，其中供水及水务工程由三级

子公司源兴供排水 2负责。公司是薛城区重要的供水公司，负责薛城城区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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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务工程安装业务 3。2019 年，公司供水业务区域仍为薛城老区及枣庄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价格未发生变化。

2019 年末，公司规划日供水能力合计为 8 万立方米（其中长江水厂 5 万立

方米、永福水厂 3 万立方米），实际日供水能力 4万立方米/日；2019 年，公司

供水量 1441 万立方米，市场占有率为 100.0%，实现供水收入 3567.81 万元。

同时，公司就千山水榭花都、公园悦府 A区、新华街回迁等新开发社区铺设

管网和安装水表形成水务工程收入 1288.53 万元，在建的供水管网安装工程主要

为公园悦府 B区、现代城、景惠嘉园等小区供水安置配套工程等。

公司不再负责污水处理业务 4，同期产生的营业收入为前期的递延收益，收

入持续性较差。

2019 年，公司获得供水补贴收入 837.00 万元，污水处理政府补贴 47.87 万

元。

供热业务

公司供热业务由子公司鸿阳热力负责。鸿阳热力是薛城区最主要的供热企

业，供热范围仍为薛城区老城区及枣庄新城区光明路以南，业务依然具有较强的

区域专营性。

截至 2019 年末，鸿阳热力拥有 72MW 热水锅炉 4台，较上年末未发生变化，

铺设供热主管网 90 余公里，建设小区换热站一百余个，热电联产项目一处。远

期规划安装 72MW 热水锅炉至 5台，铺设供热主管网达 150 公里，供热面积 1100

余万平方米，覆盖人口 30 万人，市场占有率约 95%。

2019 年末，鸿阳热力居民供热面积约 562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142 万平方

米，共覆盖 210 余个小区，约 4.8 万户；非居民供热面积约 71 万平方米，约 100

余户。供热价格未发生变化，居民热费收费仍为 19.2 元/平方米，非居民热费收

费价格仍未 28.3 元/平方米。

鸿阳热力的热源由燃煤和外购热源构成，其中外购来源包括枣庄市薛城建阳

电厂、八一热电及华电国际枣庄供热公司，跟踪期内采购价格有所走高。由于供

热业务公益性较强，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2019 年，鸿阳热力供热

业务实现收入 10756.35 万元，毛利润为-4027.79 万元，未收到供热业务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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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供热外，鸿阳热力还负责供热工程业务，主要是通过对新建小区铺设供热

管网、安装供热设备形成供热工程收入。2019 年，供热工程收入为 526.66 万元，

毛利润为 341.31 万元。目前公司在建的供热管网项目主要为远通纸业及舜耕高

中供热管网项目，拟建项目为新城区与海河路供热并网项目。

外部支持

公司作为薛城区重要的保障房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在财政补贴等方

面继续得到股东及相关各方的有力支持

2019 年，公司收到薛城区财政局拨付的财政补贴共计 1.94 亿元。

考虑到未来公司将继续在薛城区保障房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领域中发挥重

要作用，预计股东及相关各方仍将对公司提供有力支持。

（五）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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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财务质量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 7 家，较 2018 年末增加 1

家子公司，即晟恒置业。

资产构成与资产质量

公司资产保持增长，仍以流动资产为主，但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一般的存

货占比较高，资产流动性较弱

随着承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推进，公司资产规模保持增长。2019 年末，公

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6.10%，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95.04%。

2019 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同比增加 6.99%，仍以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

应收款和存货为主，上述四项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合计为 96.32%。

公司存货增幅较大，主要为棚改项目、商品房项目增加投资所致，变现能力

较弱。2019 年末，公司存货中开发产品 4.06 亿元，主要为已完工待回购的工程

项目；开发成本为 46.03 亿元，主要为棚户区改造投资成本。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工程款，其中应收枣庄市薛城区财政局 24.97 亿

元，锦阳国资 1.18 亿元，枣庄市碧桂园隆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枣庄市大都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供暖费分别为 0.04 亿元和 0.02 亿元。变现能力受上述单位

实际还款安排影响很大，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2019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 346.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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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付款项主要为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预付工程款及材料款，2019 年末，

公司预付款项同比下降 2.61%，前五名分别为预付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工程公司工

程款 18.29 亿元、预付枣庄宝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 1.56 亿元、预付薛

城区物资总公司材料款款 1.50 亿元、山东永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工

程款 0.78 亿元，预付中铁十局集团济南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0.42 亿元，前五名合

计为 22.53 亿元，在预付款项中占比为 85.45%。

2019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 1.43%，主要为往来款及房款。其他应

收款余额前五名分别为山东鲁南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4.80 亿元退房款 5，枣庄市

梁众置业有限公司 2.14 亿元项目转让款，枣庄市薛城区财政局项目往来款 1.80

亿元，山东安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 0.87 亿元和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

合开发公司奚仲花园项目部往来款 0.84 亿元。

公司主要资产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构成。2019 年末，公司

非流动资产为 5.09 亿元，同比增加 1.4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同比增加 0.35

亿元，主要为在建工程转入的管网、公租房所致。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增加 1.12

亿元，主要为增加的预付工程款。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受限资产为 4.75 亿元，为质押的应收账款和抵押的存

货，占净资产比重为 10.58%。

资本结构

公司所有者权益有所增加，仍以资本公积为主

2019 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2.79%，仍以资本公积为主。其中，公

司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较2018年均未发生变化；未分配利润同比增加1.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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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营产生的净利润积累。

公司主要所有者权益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负债总额增长较快，仍以流动负债为主；公司有息债务继续增加，债

务率有所上升；2019 年新增融资租赁款

公司负债总额增长较快，仍以流动负债为主。2019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同

比增长 9.14%。其中，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为 75.11%。

公司流动负债以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为主。2019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同比增长 12.06%，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

他应付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占公司流动负债的比重为 96.65%。

2019 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同比增长 1.26%，主要为与相关企业的往来款和

借款；账龄超过 1年的其他应付款对象主要包括鲁南（枣庄）经济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 8.68 亿元 6转贷款、枣庄市薛城区财政局 5.60 亿元、山东仲建发展有限公

司付息借款 4.87 亿元、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工程公司 3.74 亿元，合计为 22.88

亿元，占其他应付款的比例为 54.11%。

公司将天山东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6.06 亿元回购款项由其他应付款调整至预

收账款核算，同时新增香樟园等项目 1.60 亿元预售房款，导致 2019 年末的预收

账款增长 7.86 亿元。

公司应付账款主要为应付工程施工款，2019 年同比增加 0.06 亿元，其中应

付工程款 2.76 亿元，占应付账款比例为 92.9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全

部为 2020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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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债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构成。2019 年末，

公司非流动负债同比增长 1.18%。

2019 年末，公司应付债券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7 薛城 01”、“17 薛城

02”、“18 薛城 01”和“18 薛城 02”。同期末，公司长期借款为 1.12 亿元，

同比下降 30.63%，为转入流动负债所致。公司于 2019 年新增融资租赁款 0.59

亿元，系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为期 3年的

售后回租合同，租赁物销售价格为 5885.00 万元，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

公司全部债务规模增长，2020 年面临债券回售压力，资产负债水平较高

有息债务方面，2019 年末，公司全部债务同比增加 2.48 亿元，其中短期有

息债务规模很小，包括短期借款 0.12 亿元、应付国开行转贷款 0.16 亿元和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49 亿元。

此外，公司非公开发行的“17 薛城 01”、“17 薛城 02”和“18 薛城 02”

在 2020 年均面临投资者行使回收选择权。其中“17 薛城 01”已于 2020 年 5 月

回售并转售 4.9 亿元；“18 薛城 02”已于 2020 年 4 月回售 4.2 亿元，并转售

2.0 亿元；假设投资者在 2020 年 9 月全部回售“17 薛城 02”， 则公司 2020 年

到期债务规模将增加 5.00 亿元。

公司全部债务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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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末增加 1.32 个百分点；全部债务资本化

比率为 42.07%，较上年末增加 1.36 个百分点，整体负债率水平较高。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37 亿元，担保比率有一定上升，预

计代偿风险较小。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单位：万元）

盈利能力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39 亿元，同比下降 39.45%。同期，公司

营业利润率同比下降 3.68 个百分点。2019 年，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 6.29%，主要为管理费用。

公司利润对政府补贴具有较大依赖。2019 年，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为 1.94

亿元，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同比上升 37.60%。

公司盈利情况（单位：亿元、%）

现金流

公司主营业务获现能力明显提升，经营性现金流转为净流入

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公司收到的工程项目款、财

政补贴和往来款，现金收入比同比上升 56.16 个百分点，项目回款能力增强；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比下降 32.97%，主要为支付项目工程款和往来款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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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出；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增加 7.31 亿元。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受波动

性较大的工程项目款、财政补贴和往来款等影响较大。

2019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规模较小，主要为投资建设供水供热

管网形成的支出。

2019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为 6.94 亿元，主要是借款形成的现

金流入，同比大幅减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为同比大幅增加，主要为公司偿还债

务和支付利息形成的现金流出。 2019 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0.17 亿元。

偿债能力

公司作为薛城区重要的保障房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业务具有较强的

区域专营性，得到了股东及相关各方的有力支持，公司偿债能力较强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

2019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有小幅下降，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

较弱的存货和其他应收款占比较高，资产流动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较低。同时，

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受政府支付的基础设施项目款和往来款影响较大，具有一定

不确定性。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19 年末，公司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同比增加 7.28

个百分点；2019 年，公司 EBITDA 对全部债务的覆盖程度下降。

综合分析

公司作为薛城区重要的保障房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主营业务具有较强

的区域专营性，得到了股东及相关各方的有力支持，因此，公司的偿债能力强劲，

违约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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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状况

截止目前，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查询，枣庄市薛

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未有被执行信息，未发现任何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

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的被执行记录。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定主体信用等级 AA，债券信用评级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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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担保人介绍

（一）基本信息

（二）股权结构

（三）公司介绍

山东晟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位于山东

省枣庄市薛城区海河路 2 号，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王磊。

公司主要经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商品

房销售；建筑安装工程、土木工程、土石方工程、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设备安

装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施工；矿山开采（不

含爆破工程）；物业管理服务；房屋设施、机械设备的租赁及维修；集中供热设

施建设、供热管理和供热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晟鸿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由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山东薛城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枣庄市锦泰置业有限公司、枣庄仲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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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工程公司、枣庄市薛城区建设安装工程公司、枣

庄绿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枣庄锦程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枣庄市薛城区鸥阳

热力有限公司、枣庄新城热力有限公司、山东仲建发展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及

政府共同注资组建成立，拟定成为枣庄市薛城区最大国有企业，预计评级 AA+，

届时财务信息参考集团合并报表。该公司由枣庄市薛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100%控股，承担出资人职责，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薛城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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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措施

应收账款质押

发行人枣庄市薛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提供 2.3373 亿元确权应收账款

为本产品提供质押担保。

第六章 业务存在风险和保障措施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认购风险

1、流动性风险：本产品融资期限内，投资本产品的认购方不能提前终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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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

2、信用风险：本产品投资运作过程中，如果本项目的发行人或提供保证的

自然人等发生违约、信用状况恶化等，认购方将面临投资本金和收益损失的风险。

3、法律与政策风险：国家监管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

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将会影响本产品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

本产品投资本金和收益发生损失。

4、早偿风险： 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 法律法规规定、 监管机构要求等

影响本产品正常运作(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募集不成立或者产品提前终止等)，

或发生任何本产品发行人或发行机构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情况，本产品发

行人或发行机构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认购方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

益，并将面临再投资机会风险。

5、信息传递风险： 发行机构按照发行人的授权委托，发布本产品投资相关

的信息。认购方应主动、及时通过发行机构或发行机构认可的其他渠道获取相关

信息。如果认购方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使得认购方无法及时了解投资信息，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认购

方自行承担。如认购方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但未及时告知发行机构的，致使

在需要联系认购方时无法及时联系并可能会由此影响认购方的投资决策，由此而

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认购方自行承担。

6、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因自然灾害（包括但不限于台风、地震、洪

水、冰雹等）、重大政治事件（如战争、政府行为产生的征收、征用等）、社会

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等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事

件可能致使本产品投资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二）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1、财务风险

目前，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资产结果、负债结构等比较合理，偿债能力较

强。但如本产品存续期间内，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及政策出现不利于发行人的事

项，导致发行人的业务出现重要不利影响或产生大量坏账，可能会影响发行人资

产负债结构和整体财务状况，进而影响发行人的还本及支付收益能力。

2、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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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行人的业务处于快速发展扩张阶段，为此，根据市场需求变化，

发行人进行内部资源整合和组织创新等创新举措。同时，发行人经营规模持续扩

大对自身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行人可能出现因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导

致市场定位不准确、内部管理不完善等，从而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造

成不利影响。

3、政策风险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活动，存在一定时期

内对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可能影响产品的备案登记、

投资和兑付等，进而影响产品的投资运作和到期收益。

二、风险应对措施

（一）、偿付资金来源

1、 偿付资金同时来源于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随着发行人业务

的持续发展，发行人的经营现金流入预计将持续稳定增加，发行人将本着稳健、

审慎的原则，合理安排公司未来资金支出，以保障本产品到期后得到及时足额偿

付。

2、偿付资金同时来源于本产品的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

1、保障措施

为维护本产品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包括建立

发行人与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

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本产品按时兑付本金支付收益的保障措施。具体

如下：

①、发行人到期兑付本产品认购方全部本金及收益，其自身的收入是本产品

偿债能力的切实保障。

②、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本产品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

情况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

并将根据本产品本金及收益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定期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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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收益支付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

分保障认购方的利益。

③、充分发挥受托管理人的作用。为确保专款专用，受托管理人将监督本产

品使用及到期还款，确保资金安全使用及按时还款。从制度上保障本产品按约使

用。发行人将严格遵守《联合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规定，配合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受托管理人提供相关的财务资料及运作情况，并在出现影响发行人

偿债能力的情况时，及时通知受托管理人，便于受托管理人采取相应措施。

④、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业务。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

披露原则，按发行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兑付能力等

情况受到本产品持有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2、违约责任及解决措施

发行人按照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兑付本金及支付收益向认购方还本及支付

收益。若发行人未按时兑付本金支付收益，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受托管理人

及联合受托管理人将依据《联合受托管理协议》代表认购方向发行人进行追索。

如受托管理人及联合受托管理人未依约履行其职责，本产品持有人有权直接向发

行人进行追索，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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