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 号富凯大厦B座)

2007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证券简称：

07长电债

证券代码：

122000

上市时间：

2007年10月12日

上 市 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推荐人：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申请文件

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绪言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已批准该上市
公告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留，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
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法定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Yangtze Power Co., Ltd.
二、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
发行人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三、注册资本
发行人注册资本：941,208.5457 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李永安
五、基本情况
发行人营业范围包括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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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维护。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水力发电，所发电能主要销往华中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
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下属的葛洲坝电站和三峡电站的电能销售
收入。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6,137,495.60 万元，负债总额
2,576,145.19 万元，股东权益 3,561,350.41 万元。2007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40,239.84 万元，营业利润 309,187.69 万元，净利润 226,094.62 万元。

第三节

债券发行、承销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公司
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 亿元。
（二）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2007 年 9 月 1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7]305 号文核准，公司获
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第
一期发行人民币 40 亿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6 个月内发行；第二期发行不超
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的 24 个月内择期发行。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
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
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本期公司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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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0%和 90%。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如网上额度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认购不足，则将剩余
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2、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登记公司”）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A、B、D、F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采
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期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
主承销商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
（六）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10 年。
（七）本期公司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35%，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年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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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07 年 9 月 24 日。公司
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08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9 月 24 日为
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为 2017
年 9 月 24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
年付息日的前 1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6 个工作日。在债权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
债券利息和/或本金。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
务规则办理。
（八）回售条款
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7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
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7 年付息日前 5 至 10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 3 次。行使回
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公司债券第 7 年的付息日之前的第 5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
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则不再享有回售权。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7 年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
将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第 7 年付息日后的三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九）担保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十）债券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等级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估”
）综合评定（信评委
函字[2007]001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发行人主体信用和本
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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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期公司债券承销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40 亿元，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4 亿
元和 36 亿元，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10%和 90%。本期公司债券
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
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2007 年 9 月 24 日，主承销商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时间优先”的原则
公开发行 4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2007 年 9 月 24 日-9 月 26 日，主承销商网下向
机构投资者采取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发行 36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 40 亿元公司债券已全部发行完毕。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公司债券已全部托管在登记公司。
二、 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同意，公司 40 亿元 2007 年第一
期公司债券将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起在上证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07 长电债”，
上市代码“122000”。
经上证所《关于同意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上
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的函》
（上证债字[2007]69 号文）批准，公司 40 亿元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上市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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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最近三年的审计情况
根据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华证中洲审
（2007）GF 字第 010029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
表、2006 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长江电力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以及 2006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根据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洲光华（2006）股审字第
01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5 年度的利润
表和现金流量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长江电力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5 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根据北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洲光华（2005）股审字第
01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4 年度的利润
表和现金流量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长江电力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4 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523,168,579.41

670,444,364.68

2,171,222,075.94

266,075,900.00

722,451,450.00

85,000,000.00

49,686,076.90

621,823,329.84

1,114,355,979.03

1,385,773,705.62

1,437,271,310.99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15,596,876.75

3,371,702.46

25,490,718.23

预付账款

20,654,732.10

107,207,326.97

85,660,3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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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补贴款
存货

72,324,402.11
175,305,547.45

152,374,732.70

78,667,739.30

3,726,207.48

3,623,109.83

3,217,775.31

3,937,807,922.22

2,638,556,919.16

5,218,129,147.56

3,319,278,032.96

2,192,577,488.15

2,174,984,932.36

3,319,278,032.96

2,192,577,488.15

2,174,984,932.36

固定资产原价

37,407,017,435.18

37,046,767,528.03

27,085,412,688.75

减：累计折旧

4,005,059,182.60

2,689,484,932.09

1,470,225,121.75

固定资产净值

33,401,958,252.58

34,357,282,595.94

25,615,187,567.00

33,401,958,252.58

34,357,282,595.94

25,615,187,567.00

72,126,681.08

153,415,670.09

115,146,471.55

33,474,084,933.66

34,510,698,266.03

25,730,334,038.55

32,667,748.90

14,974,256.86

10,797,847.86

32,667,748.90

14,974,256.86

10,797,847.86

40,763,838,637.74

39,356,806,930.20

33,134,245,966.33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资产负债表（续）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90,000,000.00

应付票据

414,610,268.15

应付账款

501,903,587.70

80,000,000.00

160,000,000.00

637,508,634.69

1,198,732,940.97

预收账款
应付工资

191,000.00
34,970,719.17

20,440,698.65

应付福利费

18,397,137.39
10,618,534.33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875,695,566.21

1,194,541,695.20

1,108,824,789.49

其他应交款

6,305,811.35

4,669,578.35

1,645,089.87

其他应付款

181,594,732.57

62,161,835.01

85,030,4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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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25,944.83

254,752,829.50

282,679,382.15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5,358,474,400.00
3,976,466,666.67

流动负债合计

7,951,373,296.65

7,612,549,671.40

2,866,119,331.50

8,513,674,375.00

9,517,299,125.00

8,363,135,950.00

8,513,674,375.00

9,517,299,125.00

8,363,135,950.00

16,465,047,671.65

17,129,848,796.40

11,229,255,281.50

8,186,737,600.00

8,186,737,600.00

7,856,000,000.00

股本净额

8,186,737,600.00

8,186,737,600.00

7,856,000,000.00

资本公积

10,198,460,823.05

10,198,460,823.05

10,529,198,423.05

盈余公积

1,694,494,081.49

1,332,581,457.62

765,007,311.29

517,821,943.91

289,956,404.94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股本
减：已归还投资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4,219,098,461.55

2,509,178,253.13

2,754,784,950.49

其中：已宣告未发放的股利

2,214,905,258.08

1,547,293,406.40

1,649,760,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24,298,790,966.09

22,226,958,133.80

21,904,990,684.8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0,763,838,637.74

39,356,806,930.20

33,134,245,966.33

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一、主营业务收入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6,917,829,979.99

7,259,496,951.72

6,173,985,879.98

2,061,813,227.67

1,817,912,396.95

1,549,132,462.21

102,016,306.01

107,746,117.44

92,412,641.39

4,754,000,446.31

5,333,838,437.33

4,532,440,776.38

16,431,370.21

17,951,730.02

18,134,495.67

减：营业费用

1,565,333.27

1,910,850.52

1,795,713.76

管理费用

172,089,170.92

166,854,943.28

142,313,759.77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 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申请文件

财务费用

上市公告书

707,201,967.86

828,909,389.20

419,028,519.48

3,889,575,344.47

4,354,114,984.35

3,987,437,279.04

866,077,159.73

77,466,496.14

14,758,459.21

619,805,757.55

561,335,329.21

542,005,246.38

营业外收入

15,716,250.76

1,567,400.00

1,946,488.20

减：营业外支出

4,109,728.21

21,400,657.70

11,102,761.11

5,387,064,784.30

4,973,083,552.00

4,535,044,711.72

1,767,938,545.61

1,634,412,103.03

1,496,076,859.69

3,619,126,238.69

3,338,671,448.97

3,038,967,852.0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补贴收入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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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9,320,540.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9,805,757.55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65,196.33

现金流入小计

15,599,891,494.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838,575,905.4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00,035,388.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360,689,111.4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598,437.51

现金流出小计

10,608,898,84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0,992,652.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66,079,78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852,935,494.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到的现金

3,853,476.1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1,522,868,750.8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32,095,364.42
1,513,562,759.77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1,745,658,124.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89,3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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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822,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7,822,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8,59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127,129,064.03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350,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10,737,479,064.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5,479,064.0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52,724,214.73

三、主要财务指标及净资产收益率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 务 指 标

2006.12.31

2005.12.31

2004.12.31

流动比率

0.50

0.35

1.82

速动比率

0.47

0.33

1.79

40.39

43.52

33.89

8.52

6.94

11.53

资产负债率（%）
利息倍数

（二）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指

标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全面摊薄

主营业务利润

19.56

20.55

24.00

24.07

20.69

21.72

营业利润

16.01

16.81

19.59

19.65

18.20

19.11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14.89

15.64

15.02

15.07

13.87

14.56

12.55

13.18

15.01

15.05

13.87

14.56

第六节

加权平均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

一、偿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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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诚信评估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说明本期公司债券的安全性极强，违约风险极低。但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
期限较长，在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电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性，
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付本息，将可能对债
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偿债计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
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
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支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合理
调度分配资金，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银行借款等。
（一）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公司偿付公司债券本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充沛。2004 年
度、2005 年度及 2006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28,276.96
万元、544,577.49 万元及 499,099.27 万元。从公司设立以来的经营活动情况来
看，公司有足够的经营现金流来保证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从公司未来发展
趋势看，公司的业务经营与发展符合国家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电能消纳有充分的保障，并且随着公司逐步收购三峡发电机组，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将进一步增加。稳健的财务状况和充足的经营活动
净现金流保证了偿付公司债券本息的资金需求。
（二）银行借款
自成立以来，公司注重市场形象，重合同、讲信用，如期偿还债务。国内主
要银行，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均是公司
的长期合作伙伴，多年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截至 20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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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公司拥有未使用的银行授信约 300 亿元。若公司经营现金流不足以偿
还到期利息或本金，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借款筹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的本息。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41.97%。本次发行 40 亿元公
司债券后，资产负债率为 43%。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
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
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聘请受托管理人
本公司按照《试点办法》的要求为债券持有人聘请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
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2007 年 9 月 10 日，中国建设银行出具了《债券偿付保函》
（编号：2007－
059），为公司本次发行 400,000 万元公司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四）其他保障措施
当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到期不能兑付本金以及发生其他违约情况下，公
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在未支付逾期的公司债券利息或本金前，不向股东支付已宣告但未派发
的现金股利；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适时处置公司对外投资非电力资产；
4、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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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停止调离主要责任人。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诚信评估出具的关于本期公司债券的跟踪评级安排，中诚信评估将在
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对其风险程度进行全程跟踪监测，并密切关注公司公布
的季节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信息。如公司发生可能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评估，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评估将就该事项进行实地调查
或电话访谈，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确定是否要对信用评级进行调整，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中诚信评估以及发行人的网站对外公布。

第八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简况
担 保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468,9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主要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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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建设银行主要经营领域包括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
多种产品和服务（如基本建设贷款、住房按揭贷款和银行卡业务等）在中国银行
业居于市场领先地位。该行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与多个大型企业集团及中国经
济战略性行业的主导企业保持银行业务联系，营销网络覆盖全国的主要地区，设
有约 14,250 家分支机构，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约翰内斯堡、东京和首
尔设有海外分行，在纽约和伦敦设有代表处。2005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建设银
行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担保人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建设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2006 年 12 月 31 日
54,485.11

总资产（亿元）
净资产（亿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净资产收益率（%）

3,301.09
14.03

净利润（亿元）

463.19

资产负债率（%）

93.94

资本充足率（%）

12.11

不良贷款率（%）

3.29

注：上述数据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三）担保人资信状况
中国建设银行作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中首家实现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经营
稳健，资信状况良好。2006 年，该行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为“全球银行 1000
强”的第 11 位以及“中国银行业 100 强”的第 1 位；被《财富》杂志评为“世
界 500 强企业”的第 277 位；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中国企
业 500 强”的第 8 位。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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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不超过 80 亿元（含 80 亿
元）公司债券，核准募集资金可以用于以下几方面：偿还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或
股权（资产）收购，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授权董事会在每一期公司债券发行时根据
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方
案：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公司债券发行
所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的金额为 35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至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
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2、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4、无重大投资；

- 15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申请文件

上市公告书

5、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6、住所未发生变更；
7、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8、重大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动；
9、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10、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11、本公司资信情况未发生变化；
12、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无重大变化；
13、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节

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李永安

发行人：

有关当事人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公司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1
层

联系电话

传真

（010）

（010）

58688900

58688899

联系人

刘希普、何山
方一苗、王磊、刘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吴万善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
华泰证券大厦

（025）
84457777680、656

惠萍、安雪梅、韩
（025）

奕、李轶、纪平、

84457079

贾红刚、惠淼枫、
汪中毓、李恺、胡
宏辉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王立华

11 层

审计机构：
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
俞兴保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毛振华

司
担保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路 36 号环球贸易中心 A
座 12 层

资信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郭树清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599 号 1 幢 968 室

（010）

（010）

刘艳、陈华、孔晓

88092188

88092150

燕

（010）

（010）

韩建旻、郝丽江、

58256699

58256633

温秋菊、高世茂

（021）

（021）

51019090

51019030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010）

（010）

25 号

67595854

6627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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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吴万善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
华泰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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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84457777680、656

（025）

方一苗、王磊、刘

84457079

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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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上市公
告书盖章页》）

发行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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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上市公
告书盖章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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