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母公司利润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如下：

1、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65,132,961.99 1,396,793,567.43 689,249.29 8,539,153.9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247,331,800.00 45,449,800.00 19,520,000.00 19,520,0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533,569,629.07 4,687,848,859.94 4,186,096,838.49 1,436,885,015.39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

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971,740.32 6,784,751.44 6,448,912.92 6,448,912.92

流动资产合计 10,453,006,131.38 6,136,876,978.81 4,212,755,000.70 1,471,393,082.2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845,371,597.40 2,806,033,091.98 2,237,766,788.38 1,864,800,532.5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085,101.87 2,127,310.37 2,177,960.57 2,228,610.7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47,456,699.27 2,908,160,402.35 2,339,944,748.95 1,867,029,143.30

资产总计 13,400,462,830.65 9,045,037,381.16 6,552,699,749.65 3,338,422,225.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2,378,836.23 2,386,231.59 4,259,949.62 4,006,003.25

应交税费 5,629,926.59 8,514,651.81 53,536,572.59 68,703,179.73

应付利息 130,287,352.06 978,333.42 3,769,583.34 1,145,833.3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185,717,430.56 3,737,602,836.30 3,747,251,299.63 1,110,813,483.0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

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5,290,428.32 55,290,428.32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379,303,973.76 3,804,772,481.44 4,283,817,405.18 1,184,668,499.3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819,124,399.76 70,000,000.00 250,000,000.00

应付债券 942,761,536.59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761,885,936.35 70,000,000.00 250,000,000.00

负债合计 8,141,189,910.11 3,874,772,481.44 4,283,817,405.18 1,434,668,499.3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610,307,849.00 2,881,442,406.00 1,922,975,953.00 1,012,092,607.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92,305,147.15 2,321,170,590.15 321,362,891.91 331,528,606.1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68,045,822.68 168,045,822.68 168,045,822.68 77,381,527.56

未分配利润 -111,385,898.29 -200,393,919.11 -143,502,323.12 482,750,985.47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59,272,920.54 5,170,264,899.72 2,268,882,344.47 1,903,753,726.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13,400,462,830.65 9,045,037,381.16 6,552,699,749.65 3,338,422,225.55

2、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999.98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65,355,980.43 45,842,006.42 90,585,487.75 73,707,116.05

财务费用 -9,711,167.69 -1,890,530.57 -1,482,521.70 16,804,828.30

资产减值损失 293,491,680.89 33,385,286.25 186,105,009.99 56,620,447.7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69,338,505.42 20,445,166.11

1,118,131,

970.10

605,477,680.6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661,494.58 -733,696.40 -1,868,029.90 -984,149.68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120,202,011.79 -56,891,595.99 842,900,994.08 458,345,288.52

加：营业外收入 68,741,957.10 33,066,04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00,000.00 431,374.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20,202,011.79 -56,891,595.99 906,642,951.18 490,979,954.5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120,202,011.79 -56,891,595.99 906,642,951.18 490,979,954.52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

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

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20,202,011.79 -56,891,595.99 906,642,951.18 490,979,954.52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3、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9,136,125.71 70,089,756.24 33,066,04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36,125.71 70,089,756.24 33,066,04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51,652,0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3,924,794.05 37,566,279.99 63,392,407.41 53,536,851.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83,925.22 49,000,000.00 92,104,973.45 58,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620,487,389.20 390,411,921.02 163,060,293.24 43,788,826.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98,948,108.47 476,978,201.01 318,557,674.10 155,325,67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689,811,982.76 -476,978,201.01 -248,467,917.86 -122,259,637.1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0 80,000,000.00 569,391,789.9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70,000,000.00 28,484,411.80 1,120,000,000.00 606,461,830.3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374,200,000.00 4,388,723,162.3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0,000,000.00 328,484,411.80 6,574,200,000.00 5,564,576,782.5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70,000,000.00 300,000,000.00 553,621,573.75 1,419,84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589,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458,600,000.00 4,302,448,671.8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000,000.00 889,000,000.00 6,012,221,573.75 5,722,288,671.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00,000,000.00 -560,515,588.20 561,978,426.25 -157,711,889.3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963,399,997.8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819,124,399.76 600,000,000.00 475,000,000.00 25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941,45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60,574,399.76 3,563,399,997.89 475,000,000.00 25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1,019,709,571.68 25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32,381,022.44 68,366,472.21 546,360,413.04 117,042,594.0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2,000.00 41,725,846.6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2,423,022.44 1,129,801,890.54 796,360,413.04 117,042,594.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58,151,377.32 2,433,598,107.35 -321,360,413.04 132,957,405.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731,660,605.44 1,396,104,318.14 -7,849,904.65 -147,014,120.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396,793,567.43 689,249.29 8,539,153.94 155,553,274.4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665,132,961.99 1,396,793,567.43 689,249.29 8,539,153.94

二、合并报表范围主要变化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范围的变化及其原因如下表所示：

年度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2015年1-9

月

增加公司

天津弘文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伟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天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天津弘崴仓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天津弘净国际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天津弘澈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新设

济南中弘荣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安吉中弘文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新奇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新设

济南弘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上海永文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利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明安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明景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易融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天津弘明意有限公司 新设

Zhonghong�New�World�Investment�Pte.Ltd 新设

OCEAN�SOUND�ENTERPRISES�LIMITED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新奇世界体育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新设

2014年度

增加公司

中弘新奇世界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网络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庆祥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弘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北京中弘弘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东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腾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济南中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安吉弘骏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安吉弘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浙江新奇世界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西双版纳路南山雨林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弘明昊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弘明灏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弘明锐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弘明翔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弘明宇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淼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炫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胥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铂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驰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晖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璟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峻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鸣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鹏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减少公司

宜昌前坪岛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3年度

增加公司

北京弘轩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山东中弘置业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中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腾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杭州弘葵网络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恩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昱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晟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睿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煊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弘烨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文昌物业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北京九泓龙翔餐饮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2年度

增加公司

微山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长白山望天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宜昌前坪岛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西双版纳路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如意岛旅游度假公司 新设

北京弘元鼎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中弘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中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洲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濠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衍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岩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海南中翊投资有限公司 新设

新疆中弘永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新疆中弘永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新疆中弘恒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新疆中弘恒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中弘矿业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减少公司

中弘兴业地产 被中弘投资吸收合并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

日

2013年12月31

日

2012年12月31

日

总资产 1,897,221.50 1,781,989.54 1,160,940.44 898,822.94

总负债 1,274,990.06 1,215,227.03 899,551.34 612,252.06

所有者权益 622,231.44 566,762.51 261,389.10 286,570.88

流动比率（倍） 2.77 2.30 2.40 2.12

速动比率（倍） 0.80 0.77 0.73 0.87

资产负债率 67.20% 68.19% 77.48% 68.12%

全部债务 1,103,945.22 1,034,029.04 693,437.04 412,969.76

债务资本率 63.95% 64.59% 72.62% 59.03%

财务指标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95,826.95 248,497.69 111,939.45 381,259.72

利润总额 81,808.08 46,218.72 29,497.72 138,482.25

净利润 62,765.81 29,437.31 21,071.96 103,382.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

12,108.43 26,838.57 10,697.31 102,08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2,099.67 29,138.49 21,865.79 108,88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758.45 -382,780.17 -143,361.86 35,914.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2,226.71 -52,165.84 33,895.54 -112,773.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471.08 496,717.50 214,355.60 80,973.2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0.95 2.39 8.48 20.36

存货周转率 （次 /

年）

0.03 0.16 0.09 0.33

利息保障倍数 0.78 0.42 0.71 2.91

EBITDA 87,696.18 55,661.99 50,191.63 162,099.74

EBITDA全 部 债 务

比

0.08 0.05 0.07 0.39

EBITDA利息倍数 0.80 0.44 0.73 2.93

总资产报酬率 4.69% 3.59% 4.71% 19.2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13 -1.33 -0.75 0.3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12 0.21 0.55 0.04

注：1、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净额）/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全部债务＝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债务资本率＝全部债务/（全部债务＋所有者权益总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2]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EBITDA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EBITDA利息倍数＝EBITDA/（资本化利息＋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10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期末总股本

2、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最近三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

10.52 11.54 8.36 3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1.94 10.63 4.09 34.86

每 股 收 益

（扣除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0.57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0.57 0.31

每 股 收 益

（扣除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4 0.53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4 0.53 0.24

上述财务指标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为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

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

末的月份数。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为报告期发行新

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净

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

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

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本公

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45,494.53 -28.83 -2,511.37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500.00 4,632.60 12,800.43 18,706.6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 - 1,371.01 -6,281.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83 -1,548.44 -486.98 -2,757.53

小计 67,698.70 3,055.32 11,173.10 9,667.35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 表

示）

17,041.32 755.39 5.93 2,934.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1.31 -44.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0,657.38 2,299.93 11,168.48 6,777.03

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贴，主要是中弘股份下属子公司注册地政府的财政奖励，以及重大资

产重组中的税收奖励等。 同一控制下合并的期初损益只影响2012年和2013年。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

度和2015年1-9月，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6.22%、51.08%、7.89%和

81.57%。 其中2013年度的比重较高，主要原因系公司当期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相对较大。 2012年度、2014年

度的比重非常小， 对公司效益影响较小；2015年1-9月公司出售安源煤业股权取得45,494.53万元投资收益，

且当期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较大，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占比较高。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12亿元

（含12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期公司债券的基础发行规模为2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4亿元（含4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

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一）偿还公司借款，调整债务结构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围内，拟以4亿元用于全资子公司偿还公司

借款。 根据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及债务情况，公司拟定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借款的计划，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借款金额 拟偿还金额 借款公司 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

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100,000.00 40,000.00

山东中弘置业有限公

司

2014.5.21-2016.5.20 14.35%

合计 100,000.00 40,000.00 --- --- ---

（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偿还公司借款以后，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

状况，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需要。 该安排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1、公司业务模式需要

近年来，公司房地产业务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以北京、海南为重点，土地储备量及项目开发规模均大幅增

长，现有规划面积597.92万平米，从而形成了公司丰富的土地储备。 随着土地储备大规模增加，新开工面积不

断增大以及项目后续投资投入，尤其是海南如意岛旅游度假区项目的建设，公司依靠自有资金积累及借贷资

金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货币资金需求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255,788.74 198,974.74 137,926.62 32,760.01

总资产 1,897,221.50 1,781,989.54 1,160,940.44 898,822.94

货币资金/总资产 13.48% 11.17% 11.88% 3.64%

公司货币资金的主要用途为：（1）清偿债务。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和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共计49.45亿元，公司需要持有一定的货币资金保证及时偿付上述部分债务；（2）房地产

开发项目投入资金需要；（3）支付地价的需要。 房地产业务资金运用特别是土地的获得目前是通过招标拍卖

挂牌的方式进行的，具有临时性和一次性投入大的特点，保持适量规模的货币资金余额是正常开展房地产业

务、满足公司快速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准备。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以2015年9月30日公司合并口径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4亿元用于偿还借款，剩余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小幅上升，由发行前的67.20%上升为发

行后的67.55%； 合并财务报表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将由发行前的49.05%增至发行后的52.93%，

长期债务融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发行人债务结构将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长期债务融资比例较大幅度

提高也更适合发行人的业务需求。

（二）提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

以2015年9月30日公司合并口径财务数据为基准，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

执行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将由发行前的2.77增加至发行后的2.99。 公司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

的覆盖能力得到提升，短期偿债能力增强。

（三）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本次发行固定利率的公司债券，有利于发行人锁定公司的财务成本，避免由于贷款利率上升带来的财务

风险。 同时，将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资金，减轻短期偿债压力，使公司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目标的实现

公司本次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可以适当利用财务杠杆，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为公司快速发展增加新的资金

来源，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考虑到公司旅游度假地产业务发展需要，营运资金需求将不断提高。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计划通过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以更好的实现公司业务加快发展的目标。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的发行将显著改善公司债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为公司业务发展提

供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有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第七节 备查文件

除募集说明书摘要披露资料外，发行人将整套发行申请文件及其相关文件作为备查文件，供投资者查阅。

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发行人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2、发行人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自查报告；

3、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

4、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5、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6、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7、《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8、《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 投资者可以至本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处查阅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全文及上述备查文

件，或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zse.cn）查阅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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