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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与信

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汽集

团”、“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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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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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简称：广汽集团 

公司外文名称：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Co.,Ltd  

法定代表人：曾庆洪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48 号-458 号成悦大厦 23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邮政编码：510623 

公司网址：www.gac.com.cn 

电子信箱：ir@gac.com.cn 

 

二、公司债券的批准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汽工业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向发行人董事会提交《关于

增加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

根据该函，广汽工业提请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境内公司

债券的议案》提交发行人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发行人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境内公司债券

的议案》，批准发行人于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

券。 

本次发行提案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2012 年

11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http://www.gac.com.cn/
mailto:ir@gac.com.cn


本次发行提案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还分别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42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于境内公开发行不

超过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债券市场等情况确定本次债

券各期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所 付息兑付情况 

投资者适

当性安排 

2012 年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债券 (

第一期 )(10年
期) 

12 广

汽 02 
122243 

2013-03-

20 

2023-0

3-20 

30 亿

元 
5.09% 

单 利 按

年计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报告期内，已

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按时完

成了付息事宜 

合格投资

者 

2012 年广州汽
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
券(第二期) 

12 广

汽 03 
122352 

2015-01-

19 

2020-0

1-19 

20 亿

元 
4.7% 

单 利 按

年计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报告期内，已

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按时完

成了付息事宜 

合格投资

者 

  



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

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对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信状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本息兑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

踪，并对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运行情况进行密切监督。 

  



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名称简称：广汽集团 

公司外文名称：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Co.,Ltd 

法定代表人：曾庆洪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48 号-458 号成悦大厦 23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邮政编码：510623 

公司网址：www.gac.com.cn 

电子信箱：ir@gac.com.cn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眭立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 23 号广汽中心 

电话：020-83151008 

传真：020-83150319 

电子信箱：xul@gac.com.cn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所属行业 

1、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发行人主要业务包括研发、整车（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商贸服务、金

融五大业务板块，构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闭环。 

http://www.gac.com.cn/
mailto:ir@gac.com.cn
mailto:xul@gac.com.cn


（1）研发板块 

本集团研发以广汽研究院为主体，是本公司直接投资、管理，并在授权范围

内相对独立运营的分公司和战略事业部，主要负责集团新产品、新技术的总体发

展规划并具体实施重大的研发工作。 

（2）整车板块 

（i）汽车整车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乘用车和合营公司广汽本田、广汽丰田、

广汽菲克、广汽三菱生产。 

（ii）摩托车主要通过合营公司五羊本田生产，主要的产品包括跨骑式摩托

车、弯梁式摩托车以及踏板式摩托车等。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摩托车总产能

为 125 万辆/年。 

（3）商贸服务板块 

通过子公司广汽商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大圣科技和联营公司同方物

流围绕汽车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开展汽车销售、物流、国际贸易、二手车、拆解、

资源再生、配套服务等业务。 

（4）零部件板块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部件的控股、共同控制、参股公司及本集团联营

公司广丰发动机、上海日野生产汽车零部件，主要包括发动机、变速器、座椅、

HVAC 系统、汽车灯具、自动操作配件、转向器、减震器及配件等，产品 75%

左右为本集团整车配套。 

（5）金融板块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财务、中隆投资、广汽资本、众诚保险、广爱经

纪及合营公司广汽汇理等企业提供金融投资、保险、保险经纪、融资租赁、汽车

信贷等相关服务。 

2、公司所处行业及公司行业地位介绍 

2018 年，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汽车行业面临严峻挑战，行业总

体情况如下： 



（1）汽车总体市场产销增速低于预期； 

（2）乘用车产销增速低于行业总体情况； 

（3）新能源汽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4）主要汽车集团销量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1）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结构优化的产业布局； 

（2）具有先进的制造、工艺、品质以及流程管理； 

（3）持续丰富产品线和优化产品结构； 

（4）开创了自主品牌研发和生产体系的“广汽模式”； 

（5）拥有连接国际的资本运营平台。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营业总收入约为 723.8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1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09.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08%；

由于本集团于本报告期内实施以每股转增股份 0.4 股，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1.07

元，按同比口径计算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9.32%。本报告期业绩变动主要影响因素

是： 

1、2018 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汽车行业产销出现

多年来首次负增长。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和日趋严峻的行业环境，本集团自

主品牌车型产品仍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45%和 

5.23%；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新产品推出加快。产品力不断增强，2018 年先

后新增推出多功能车 GM8、轿车 GA4，明星车型 GS4 中期改款以及 GS5 全新

换代，进一步丰富自主品牌明星产品组合；自主新能源车逆势增长，全年销量突

破 2 万辆。 

2、日系合资企业产品技术推陈出新，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全新第八代

凯美瑞销量同比大幅增长，第十代雅阁、雷凌、欧蓝德等车型销量稳步增长。 

3、随着自主品牌及合营企业产销量的增长，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服务、汽



车部件及商贸服务等配套业务相应扩大，各业务板块协同效应持续显现，助力主

业发展。广汽财务为集团产业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作用进一步发挥。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及税金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及税金

比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整车制造业 503.94 421.66 16.33 0.36 8.00 减少 5.92 个百分点 

零部件制造业 28.82 25.06 13.05 -1.27 1.75 减少 2.58 个百分点 

商贸服务 163.74 152.23 7.03 -0.22 1.87 减少 1.90 个百分点 

金融及其他 27.30 7.72 71.72 34.75 -13.26 增加 15.65 个百分点 

合计 723.80 606.67 16.18 1.13 5.80 减少 3.70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一）主要资产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同比变动

（%） 
重大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9.08 494.68 -15.28 （1） 

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 69.15 38.44 79.89 （2） 

预付款项 14.26 12.10 17.85 （3） 

存货 67.30 33.47 101.08 （4） 

其他流动资产 26.64 16.92 57.45 （5） 

在建工程 22.23 10.52 111.31 （6） 

短期借款 19.44 13.26 46.61 （7） 

股本 102.32 72.93 40.30 （8） 



（1）货币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5.28%，主要是本报告期非合并范围企业在广汽

财务的存款净增加额下降等综合所致； 

（2）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 79.89%，主要是本报告期随销量增加

而增加应收票据款、零部件以及保险业务应收款项增加等综合所致； 

（3）预付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 17.85%，主要是本报告期随产销量增加，预付零

部件款等相应增加所致； 

（4）存货较上年同期增加 101.08%，主要是本报告期随产销量增加，原材料及

产成品相应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 57.45%，主要是本报告期新能源汽车产销增

加等导致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31%，主要是本报告期广汽乘用车扩能建设

以及新能源汽车工厂建设而增加在建工程所致； 

（7）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46.61%，主要是本报告期随着汽车金融业务开展，

银行借款相应增加所致； 

（8）股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40.30%，主要是本报告期可转债转股、期权激励行权

以及派发股票股利等综合所致。 

 

（二）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 

单位：亿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15.15 711.37 0.53 - 

营业成本 582.41 547.78 6.32 - 

销售费用 50.73 52.00 -2.44 - 

管理费用 40.68 35.12 15.83 - 

财务费用 -1.51 3.16 -147.78 （9） 

研发支出 8.27 4.96 66.73 （10） 

投资收益 90.03 83.28 8.11 - 

（9）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4.66 亿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增加定向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带来利息收入增加，平均借款利率下降导致利息支出减少以及汇

兑损益变化等综合所致。 

（10）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3.31 亿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对常规动力车

型、新能源车型及核心部件的研发投入增加等综合所致； 

 

（三）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变动（%）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68 162.13 -107.82 （1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81 18.11 -408.17 （1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74 95.68 -125.86 （13） 

（11）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供应商款项增加以及非合并范围企业在广汽财务的存

款净增加额下降等综合所致； 

（12）主要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增加、投资金融产品增加以及对

合营企业增资等综合所致； 

（13）主要是去年同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约 150 亿元的 A 股股票、偿还 

23 亿元短期融资券，而本报告期偿还 10 亿元公司债以及分配股利增加等综合

所致；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12 广汽 02”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42 号文核准，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至 2013 年 3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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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3 月 22 日，已汇入发行人在中国银行广

州珠江支行开设的账户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已针对上述到

账款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3]第 410096 号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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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调整财务结构。 

2、“12 广汽 03”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42 号文核准，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公开发行了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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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21 日，已汇入发行人在中国银行广

州珠江支行开设的账户内。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已针对上述到

账款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5]第 410019 号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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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12 广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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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12 广汽 03”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权披露使用用途专款

专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第五章 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

况 

一、增信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更。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发

行人分别于 2013 年及 2015 年发行的 2012 年公司债券进行了担保，担保人报

告期末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未经审计）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资产 42,623,199,082 11.59 

资产负债率 41.74% -0.66 

净资产收益率 13.74%  -3.98 

流动比率 1.60 -5.88 

速动比率 1.44 -10.56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5,639,626,000 -18.61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占净资产的

比例 
13.23% -4.91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2012 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第一期)(10年期)和2012 

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

生变更。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

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 



第六章 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12 广汽 02”于本报告期内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3 月 20 日和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在指定网站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付息公告，并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和 2019

年 3 月 20 日按时、足额偿付了债券利息。 

“12 广汽 03”于本报告期内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1 月 19 日和 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在指定网站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付息公告，并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和 2019

年 1 月 21 日按时、足额偿付了债券利息。 

 

  



第七章 发行人其他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未约定其他义务或承诺事项。 

  



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跟踪评级情况 

2019 年 5 月 23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分别于 2013 年及 2015 年

发行的 2012 年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跟踪评级结果为：维持发行人本集团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 “12 广汽 02”、“12 广

汽 03”债项 AAA 的信用等级。 

 

二、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三、其他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

（2018 年度）》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