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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8铁工Y6                                           债券代码：136902.SH 
债券简称：18铁工Y7                                           债券代码：136903.SH 
债券简称：18 铁 Y09                                           债券代码：155982.SH 
债券简称：18 铁 Y10                                           债券代码：155983.SH 
债券简称：19 铁工 01                                           债券代码：155127.SH 
债券简称：19 铁工 03                                           债券代码：155331.SH 
债券简称：19 铁工 04                                           债券代码：155332.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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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相关

规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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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司所做承诺或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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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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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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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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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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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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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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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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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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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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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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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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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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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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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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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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7 日 

到期日 2022 年 1 月 17 日 

债券期限 3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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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付息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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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第 1 个付息年度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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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4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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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

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期限 3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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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利率 3.4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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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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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2 年 4 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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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期限 3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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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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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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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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等相关规定，现就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概括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末净资产 2221.44 
上年末借款余额 1814.68 
计量月月末 2019 年 6 月 
计量月月末的借款余额 2313.45 
累计新增借款余额 498.77 
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具体比例 22.45%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新增借款类型 借款新增额 
银行贷款 374.18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138.85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0.41 
其他借款 -14.67 
合计 498.77 

三、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披露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上述新增借款主要为银行贷款，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产生的。截至公

告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有

充足的支付能力确保上述借款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对公司的偿债能

力无重大不利影响。此外，公告财务数据除上年末净资产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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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相关公告。 

中金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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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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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