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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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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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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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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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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要 

2019 年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或

“公司”）发行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

包括：18 铁工 Y1、18 铁工 Y2、18 铁工 Y3、18 铁工 Y4、18 铁工 Y6、18 铁工

Y7、18 铁 Y09、18 铁 Y10、19 铁工 01、19 铁工 03、19 铁工 04、19 铁工 05、

19 铁工 06，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1 

债券代码 136924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6 日 

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6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23 亿元 

债券利率 4.69%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6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2 

债券代码 136925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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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6 日 

到期日 2023 年 11 月 6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7 亿元 

债券利率 4.99%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6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3 

债券代码 136921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12 亿元 

债券利率 4.59%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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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4 

债券代码 13692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18 亿元 

债券利率 4.9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6 

债券代码 13690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到期日 2021 年 11 月 27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16 亿元 

债券利率 4.55%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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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三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8 铁工 Y7 

债券代码 136903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到期日 2023 年 11 月 27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14 亿元 

债券利率 4.8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四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8 铁 Y09 

债券代码 15598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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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12 亿元 

债券利率 4.55%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2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四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8 铁 Y10 

债券代码 155983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3 年 12 月 18 日 

债券期限 

基础期限为 5 年，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期，在每个

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品种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5 年），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发行规模 8 亿元 

债券利率 4.78%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如公司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则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公司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则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

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每年的 12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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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9 铁工 01 

债券代码 155127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17 日 

到期日 2022 年 1 月 17 日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 25 亿元 

债券利率 3.68%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9 铁工 03 

债券代码 155331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 

债券期限 
3 年，附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和发行人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发行规模 13 亿元 

回售规模 11.53 亿元 

债券余额 1.47 亿元 

债券利率 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3.68%，调整后票面利率为 2.7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第 1 个

付息年度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

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第 2 个付息年度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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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9 铁工 04 

债券代码 15533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 

债券期限 
3 年，附第 2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和发行人票面利率调

整选择权 

发行规模 22 亿元 

债券利率 3.7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9 铁工 05 

债券代码 155512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20 年 7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2 年 7 月 16 日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 19 亿元 

债券利率 3.59%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7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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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19 铁工 06 

债券代码 155513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8〕1743 号核准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 

起息日 2020 年 7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4 年 7 月 16 日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 11 亿元 

债券利率 3.99%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的 7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 

上市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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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918 

法定代表人： 张宗言 

设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003U 

注册资本： 2,457,092.9283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2,457,092.9283 万元人民币 

股票上市地： 上交所及香港联交所 

公司 A 股简称： 中国中铁 

公司 A 股代码： 601390 

公司 H 股简称： 中国中铁 

公司 H 股代码： 00390 

所属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何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号码： 86-10-5187 8413 

传真号码： 86-10-5187 8417 

网址： www.crec.cn 

电子信箱： ir@crec.cn 

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和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的总承包；上述项目勘测、

设计、施工、建设监理、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的分项承包；

土木工程专用机械设备、器材、构件、钢梁、钢结构、建筑材料的研制、生产、

销售、租赁；在新建铁路线正式验收交付运营前的临时性客、货运输业务及相关

服务；承包本行业的国外工程，境内外资工程；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源开发，

物贸物流；进出口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汽车销售；电子产品及通信

信号设备、交电、建筑五金、水暖器材、日用百货的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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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国资委各项决策部署，秉承“降杠杆、减负债、防风险”与进一步“做优、做强、

做大”并行不悖的理念、原则，紧紧抓住创新驱动、质量为本两大关键，坚持以

市场开发为龙头、改革创新为动力、质量安全为前提、降本增效为根本，认真开

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公司经营业绩和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发展

质量不断改善，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改革创新加快步伐，公司治理与创新能力实现新提升。2019 年，公司聚焦

经营创造的各级主体，认真贯彻国资委深化国企改革三年专项行动方案和创新发

展部署，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内部重组稳步实施，

借助资本市场选择与公司主业具有协同效应的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着力做

大动能链，真正以创造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公司治理水平逐步提升。

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及时修订完善《公司章程》，“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的领导体系持续巩固，建立了“三重一大”决策和运行监管系统，公

司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议事制度不断完善，议事决策程序更加规范，党委“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职能与董事会“定战略、决大事、控风险”职能相得益

彰，作用发挥良好。二是持续深入践行“三个转变”，提升科技创新的竞争力。

积极做好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和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培育，新成立铁水联运、齿轨

交通、水务环保、超高层建筑技术等 5 个专业研发中心，新增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 1 个、国家及省部级技术中心 22 个、省部级专业研发中心 8 个，参与

了川藏铁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市场经营加压奋进，竞争能力与经营业绩实现新提升。2019 年，面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实现新签合同额 21,648.7 亿元，同比增长 27.9%,超额完成

年度预算目标。公司始终坚持市场经营的龙头地位不动摇，持续深化经营体制机

制改革，在拓展经营规模、确保量的增长上下功夫，在革新经营管理体制机制、

实现质的提升上做文章，在坚守传统承包经营、持续深化投融资经营的基础上有

效拓展了各类经营模式的运作方式，推动公司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新提升。一是在

努力巩固传统的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深入开拓



14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大企业市场开发等业务，构建了区域经营、立体

经营的新格局；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新领域，水务、环保、水利工程等领域取得

新提升、新突破，报告期签署的滇中引水工程是公司历史上中标额最大的水利项

目；三是积极推进中国中铁海外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循序构建“一体两翼 N 驱”

新发展格局，充分利用国家和国际组织举办峰会或对接互动的有利契机，畅通国

内高端经营渠道，强化海外经营，报告期中老、雅万高铁有序推进，匈塞铁路成

功签约、马来西亚大马城项目签署恢复协议。四是在当前金融去杠杆、强监管、

控负债等政策背景下，公司在施工总承包和设计施工总承包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

继续加大联合投资和内部经营管控力度，稳健发展 PPP、BOT 等投资经营业务，

顺利推进投资的在建和待建项目，企业整体竞争力持续提升。五是经营要素建设

取得新进步，公司取得公路特级和公路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公司新增特级资质

12 项，新增数量排建筑央企第一位，全公司拥有的特级资质达到 75 项，各类职

业资格证书数量持续增加且专业结构不断改善。 

降本增效统筹推进，财务业绩与资产质量实现新提升。2019 年，公司在生

产经营规模尤其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大力加强

企业宏观成本与微观成本研究和管控，大力开展资金集中、物资采购集中管理工

作，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了多方面管理成本。公司开展的

中国建筑业第一单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圆满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金融资

产管理等机构成为公司新股东，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股东结构；高速公路资产平台

公司控股权顺利转让，引入的高速公路优秀投资人的同时，有效降低了企业负债、

提高了资产收益。2019 年，公司多项业绩指标连续创历史最好水平，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 8,508.84 亿元，同比增长 14.92%；净利润 253.78 亿元，同比增长

45.5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78 亿元，同比增长 37.68%；息税折旧

摊销前利润（EBITDA）533.99亿元，同比增长 29.85%。全年平均融资成本 4.52%，

同比减少 0.10 百分点，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总资产周转率由 0.83 次提高至 0.85

次，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6.53 次提高至 7.72 次，资产周转效率进一步提升；资产

负债率 76.76%，圆满完成了年度预算管控目标。 

安全质量管控有力，企业影响力与责任担当实现新提升。2019 年，公司进

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和“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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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理念，积极推进项目管理实验室活动和安全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确保公司

安全生产态势总体稳定，工程质量平稳可控。全年荣获国家级工程质量奖数量创

历史最好成绩，57 项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其中 7 项工程获国优金质奖，在

建筑央企中排名第一；平潭海峡大桥入选“2019 年十大创新工程”，为中国路、

中国桥、中国高铁的亮丽名片持续增光添彩。公司连续 14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2019 年排名第 55 位；公司在《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承包商

中排名第 2 位。在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中，连续 6 年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 A 类企

业。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中，连续 6 年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评为 A 类（优

秀）上市公司。作为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公司不断增强市场认同、提振投资信心，

提高分红比例、增加股东回报；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推进精准扶贫中践行

央企担当，定点帮扶的 3 个贫困县均脱贫摘帽；在节能环保上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建筑施工企业绿色发展，投身污染防治

攻坚战，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2019 年，公司实现新签合同额 21,648.7 亿元，同比增长 27.9%。其中境内业

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20,372.7 亿元，同比增长 28.4%；境外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1,276.0 亿元，同比增长 21.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完成新签合同额 33,612.0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15.8%。 

三、 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千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850,884,283 740,436,285 

营业收入 848,440,346 737,713,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77,567 17,198,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93,515 15,863,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61,697 33,220,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457,841 191,782,332 

总资产 1,056,185,927 942,6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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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0 0.7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02 0.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4 10.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48 9.93 

流动比率（倍） 1.05 1.05 

速动比率（倍） 0.58 0.61 

资产负债率（%） 76.76 76.43 

EBITDA（亿元） 482.38  381.20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倍） 4.59 4.5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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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18 铁工 Y1、18 铁工 Y2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 铁工 Y1”、“18 铁工 Y2”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铁工 Y1”、“18铁工 Y2”共募集资金 30 亿元，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

还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铁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林芝分行 75,000,000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农商银行大钟寺支行 200,000,000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六里桥支行 1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世纪城支行 1,13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燕京支行 7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成都青羊支行 160,000,000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农商行清河东路支行 1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3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8,993,220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林芝分行 225,000,000 

合计 2,998,993,220 

二、18 铁工 Y3、18 铁工 Y4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 铁工 Y3”、“18 铁工 Y4”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铁工 Y3”、“18铁工 Y4”共募集资金 30 亿元，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

还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成都铁道支行 180,000,000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成都航空路支行 100,000,000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1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 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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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营

业中心团队 
100,000,000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 23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690,000,000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西藏拉萨金珠支行 383,000,000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济南市中支行营业部 1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部 247,948,080 

中铁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1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拉萨分行营业部 368,000,000 

合计 2,998,948,080 

三、18 铁工 Y6、18 铁工 Y7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 铁工 Y6”、“18 铁工 Y7”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铁工 Y6”、“18铁工 Y7”共募集资金 30 亿元，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

还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 1,700,000,000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营

业中心团队 
1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侨永亨银行成都分行 100,000,000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200,000,000 

中铁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邮储银行成都桃磎支行 100,000,000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1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羊支行 50,000,000 

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南宁金洲支行 399,338,400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沈阳北站开发区支行 1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羊支行 150,000,000 

合计 2,999,338,400 

四、18 铁 Y09、18 铁 Y10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 铁 Y09”、“18 铁 Y10”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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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铁 Y09”、“18铁 Y10”共募集资金 20 亿元，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成都草堂支行        200,000,000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米林县支行        2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羊支行        1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成都市青羊支行        500,000,000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西安分行钟楼支行        290,000,000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太原市城南支行        554,917,036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武汉大桥支行        155,000,000  

合计 1,999,917,036 

五、19 铁工 01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1”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

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9 铁工 01”共募集资金 25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及下属公

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世纪城支行 2,499,588,895 

合计 2,499,588,895 

六、19 铁工 03、19 铁工 04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3”、“19 铁工 04”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

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9 铁工 03”、“19 铁工 04””共募集资金 35 亿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

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499,391,828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3,000,000,000 

合计 3, 499,391,828 



20 

七、19 铁工 05、19 铁工 06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5”、“19 铁工 06”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

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息债务和/或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9 铁工 05”、“19 铁工 06””共募集资金 30 亿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

偿还公司及下属公司的银行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偿还金额（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500,000,00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北京朝阳区垡头支行 1,500,000,000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西区支行 200,000,000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四川成都青羊支行 200,000,000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山东分行营业部 299,443,058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长沙人民路支行 300,000,000 

合计 2,999,44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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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9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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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18 铁工 Y1、18 铁工 Y2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铁工 Y1”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间每

年的 11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18 铁工 Y2”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1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 铁工 Y1”、“18 铁工 Y2”设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

年度，选择延长本期债券期限，则本期债券的期限自该计息年度付息日起延长 1

个周期。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18 铁工 Y1”、“18 铁工 Y2”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

事件（向普通股股东分红、减少注册资本），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

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

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

应在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

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则上

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

利息。 

2019 年度，“18 铁工 Y1”、“18 铁工 Y2”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续期选择

权、赎回选择权。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18 铁工

Y1”、“18铁工 Y2”被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2019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向“18 铁工 Y1”、“18 铁工 Y1”全体债券持

有人支付了自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8 铁工 Y1”、“18 铁工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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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利息的情况。 

二、18 铁工 Y3、18 铁工 Y4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铁工 Y3”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间每

年的 11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18 铁工 Y4”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1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 铁工 Y3”、“18 铁工 Y4”设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

年度，选择延长本期债券期限，则本期债券的期限自该计息年度付息日起延长 1

个周期。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18 铁工 Y3”、“18 铁工 Y4”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

事件（向普通股股东分红、减少注册资本），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

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

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

应在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

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则上

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

利息。 

2019 年度，“18 铁工 Y3”、“18 铁工 Y4”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续期选择

权、赎回选择权。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18 铁工

Y3”、“18铁工 Y4”被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人向“18 铁工 Y3”、“18 铁工 Y4”全体债券持

有人支付了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8 铁工 Y3”、“18 铁工 Y4”

到期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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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 铁工 Y6、18 铁工 Y7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募集说明书》约定，“18铁工 Y6”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间每

年的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18 铁工 Y7”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1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 铁工 Y6”、“18 铁工 Y7”设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

年度，选择延长本期债券期限，则本期债券的期限自该计息年度付息日起延长 1

个周期。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18 铁工 Y6”、“18 铁工 Y7”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

事件（向普通股股东分红、减少注册资本），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

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

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

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

应在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

期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则上

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

利息。 

2019 年度，“18 铁工 Y6”、“18 铁工 Y7”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续期选择

权、赎回选择权。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18 铁工

Y6”、“18铁工 Y7”被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向“18 铁工 Y6”、“18 铁工 Y7”全体债券持

有人支付了自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6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8 铁工 Y6”、“18 铁工 Y7”

到期利息的情况。 

四、18 铁 Y09、18 铁 Y10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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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约定，“18 铁 Y09”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

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18 铁 Y10”首个周期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8 铁 Y09”、“18 铁 Y10”设发行人续期选择权，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年

度，选择延长本期债券期限，则本期债券的期限自该计息年度付息日起延长 1 个

周期。若发行人在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18 铁 Y09”、“18 铁 Y10”设发行人递延支付利息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

件（向普通股股东分红、减少注册资本），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

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

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

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的行为。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应

在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告》。递延支付的金额将按照当期

执行的利率计算复息。在下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则上述

递延支付的金额产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利

息。 

2019 年度，“18铁 Y09”、“18铁 Y10”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续期选择权、

赎回选择权。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18铁 Y09”、“18

铁 Y10”被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2019 年 12 月 18 日，发行人向“18 铁 Y09”、“18 铁 Y10”全体债券持有

人支付了自 2018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8 铁 Y09”、“18 铁 Y10”

到期利息的情况。 

五、19 铁工 01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1”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19 铁工 01”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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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2020 年 1 月 17 日，发行人向“19 铁工 01”全体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9 铁工 01”到期利息的情况。 

六、19 铁工 03、19 铁工 04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3”、“19 铁工 04”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9 铁工 03”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

每年的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第 1 个付息年度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第 2 个付息年度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15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19 铁工 04”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4 月 15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20 年 4 月 15 日，发行人向“19 铁工 03”、“19 铁工 04”全体债券持有

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告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9 铁工 03”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

整公告》以及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告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9 铁工 03”

公司债券回售结果公告》，“19 铁工 03”最终回售金额为 1,153,000,000.00 元，

回售实施完毕后，“19 铁工 03”债券余额为 147,000,000 元，票面利率调整为

2.7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出现延迟支付“19 铁工 03”、“19 铁工 04”

到期利息的情况。 

七、19 铁工 05、19 铁工 06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

明书》约定，“19 铁工 05”、“19 铁工 05”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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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9 铁工 05”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间

每年的 7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19 铁工 06”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

间每年的 7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按约定尚未到第一个付息日，尚未支付第一年债

券利息，不存在兑付兑息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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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出具的《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以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可续期

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评级评定“18铁工 Y1”、“18铁工 Y2”、“18

铁工 Y3”、“18铁工 Y4”、“18铁工 Y6”、“18铁工 Y7”、“18铁 Y09”、“18铁 Y10”、

“19 铁工 01”、“19 铁工 03”、“19 铁工 04”、“19 铁工 05”、“19 铁工 06”信用

等级为 AAA；评定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期）

债券存续期内，并在每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

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公司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

关资料。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相关状况，以及包括递延支付利息权在内的可续

期债券下设特殊条款，如发现公司或本次（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

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

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次（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公司

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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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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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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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2019 年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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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