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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年度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武汉地铁 ：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债务融资工具”） ： 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
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交易商协会/协会 ： 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元 ：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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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报告期内企业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的中文名称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武汉地铁 

公司的外文名称（如有） WUHAN METRO GROUP CO., 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如有） WUHAN METRO 

公司的注册资本 人民币 880,000 万元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周少东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 99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430071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 77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430030 

公司网址 www.wuhanrt.com 

电子信箱 hli@ wuhanrt.com 

二、债务融资工具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黄力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 77 号 

电话 027-83481113 

传真 027-83481055 

电子信箱 hli@ wuhan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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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节所披露信息均为截至年报披露日发行人尚在存续期的协会公开发行债券品种（含约

定以公开方式披露信息的定向发行工具）有关信息。 

1、存续期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金
额 期限 到期日期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 

15 武汉地
铁 PPN002 

031556031.IB 20.0 5 年 2020-11-18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6 武汉地
铁 GN002 

131656048.IB 20.0 15 年
（5+5+5） 

2031-10-26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6 武汉地
铁 MTN001 

101674004.IB 20.0 5+5+N 年 ——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
票据 

17 武汉地
铁 GN001 

131781001.IB 20.0 15 年
（5+5+5） 

2032-07-25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 

18 武汉地
铁 PPN001 

031800089.IB 10.0 5 年 2023-02-09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
票据 

18 武汉地
铁 GN001 

131800014.IB 15.0 15 年
（5+5+5） 

2033-07-30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 

19 武汉地
铁 PPN001 

031900093.IB 10.0 5 年 2024-01-28 

2、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5 

已使用金额 111.2 

未使用金额 3.8 

3、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单位：亿元 

债项简称 发行金额 已用金额 已使用资金的用途 
用途
是否
变更 

变更是
否已披

露 

变更后用
途是否符
合国家法
律法规及
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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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项简称 发行金额 已用金额 已使用资金的用途 
用途
是否
变更 

变更是
否已披

露 

变更后用
途是否符
合国家法
律法规及
政策要求 

15 武汉地铁
PPN002 

20.0 20.0 偿还银行借款、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6 武汉地铁
GN002 

20.0 20.0 偿还银行借款、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6 武汉地铁
MTN001 

20.0 20.0 偿还银行借款、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7 武汉地铁
GN001 

20.0 20.0 偿还银行借款、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8 武汉地铁
PPN001 

10.0 10 
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轨道交通项目
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8 武汉地铁
GN001 

15.0 15 偿还银行借款、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19 武汉地铁
PPN001 

10.0 6.2 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补充营运资金 否 不涉及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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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务报告 
发行人 2018 年财务报告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附后），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第一部分     审计报告                                             1-3 

第二部分     财务报表                                             4-19 

第三部分     财务报表附注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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