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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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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表

信托名称 雪松国际信托·长盈77号厦大访客中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相关当事人

被收购企业1 厦门市演武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收购企业2 厦门市华深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信托规模 10亿元

信托期限

信托计划期限5年，分期发行，每期不超过24个月。

受托人可根据投资标的的股权转让情况提前结束或延长信托计划，可延长2次，每次不超过6个月。

（延长期内可设计收益率调增，具体以财富定价为准。）

信托资金运用方式
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中7亿元用于收购厦门市演武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厦门市华深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3亿元用于向演武场投资追加股权投资，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借款、支付工程款及项目日常营运支出。



A1档：100万-300万（不含）

投资净收益率R 投资者在收益区间的分配比例 信托比例

R≤8.5% 100% 0%

R>8.5% 20% 80%

A2档：300万-1000万（不含）

投资净收益率R 投资者在收益区间的分配比例 信托比例

R≤8.5% 100% 0%

R>8.5% 30% 70%

A3档：1000万以上

投资净收益率R 投资者在收益区间的分配比例 信托比例

R≤8.5% 100% 0%

R>8.5% 40% 60%

基本要素表

信托单位不设业绩比较基准，拟按照8.5%/年进行信托利益预分红，项目整体转让后该类信托单位终止，并对

该类信托产品进行清算，可分配现金类信托财产在扣除固定信托报酬、托管费、信托税费及其他信托费用后剩

余收益为信托产品最终投资净收益。A类委托人根据认购金额分为A1、A2、A3三档，按照如下方式分配：



基本要素表

信托名称 雪松国际信托·长盈77号厦大访客中心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利益分配方式 自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每个自然年度的6月20日、12月20日、信托单位终止日。

退出方式
1）访客中心实现出租或以租代售等经营收入向信托计划分红；

2）信托计划转让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实现收益。

后续监管

1）派驻现场监管人员，负责标的公司的公章、证照、印鉴及账户管理；

2）在演武场投资和华深投资分别设立收益归集账户，访客中心所有收入全部归集到收益归集账户，归集账户资

金仅限于项目日常运营支出、归还金融机构借款、支付工程款及向信托计划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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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购企业——演武场投资



基本情况介绍

厦门市演武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础信息表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8月19日 经营状态 在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核准日期 2019.07.17 登记机关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5-08-19至2065-08-18 法定代表人 王贺军

企业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颂恩楼912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



基本情况介绍

厦门大学坐落于厦门旅游景点集中区，统计数据显示，厦门大学2017

年日均接待游客量2.5万人次、国内外学术交流会200次/年、车辆达

6,600车次/日，2018年春节期间，每日进入校园游客超过了10万/日，

是厦门市仅次于鼓浪屿的第二旅游热点。

庞大的游客群体造成了停车混乱、接待中心拥挤等现实问题。为解决

校内停车、游客接待等问题，厦门大学启动了访客中心及演武运动场

改造项目，该项目采用校方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此项

目是厦门市、乃至福建省第一个成功落地的PPP案例。

演武场投资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从立项、资本投入、开发

建设及后续运营的全方位管理。演武场投资成立于2015年8月，注册

资本为10,000万元，已完成实缴。

厦门长期立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演武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蓝华 蓝灵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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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购企业——华深投资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厦门市华深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90号立信广场604B室

法定代表人 蓝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8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6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
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成立日期 2002年7月27日

营业执照号码 913502037378605476



基本情况介绍

华深投资于2002年7月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成立，注册

资本为68万元，已完成实缴。

本次被收购企业华深投资与演武场投资就厦门大学访客

中心配套商铺签订了租赁合同，租期为固定期限15年，

单价为每平米50元/月，商铺建筑面积为15,030.28平方

米；其中套内面积7621.03平方米、公摊面积7409.25平

方米，华深投资负责该部分商业物业的招商及租赁运营

管理。
厦门市华深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蓝秀 蓝灵

9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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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建校迄今，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现有在校生40000余人（本科生20314人，硕士生17312人，博士生2956人），其中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

2700余人。学校获第四、五、六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6项、二等奖14项，名列全国高校前茅；29门课

程入选全国“精品课程”。

厦门大学介绍



长盈77号拟投项目为厦门大学访客中心，坐落于厦

门大学本部。是为了解决校内停车，游客到访接待问

题而在厦门大学红线范围内投资建设的文化旅游产业

项目。

此项目是采用校方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

这个项目是福建省、也是厦门市第一个落地的PPP成

功案例。已于2019年12月竣工。

项目所处的厦大是厦门旅游景点的集聚区域，校内师

生人数约5万，限流前厦大年参访人数600万，采用

预约进校限制人数后年参访人数300万，访客中心作

为厦大唯一对外接待窗口，且地处老城区核心区位，

未来直通地铁，人流量非常密集。

项目概况



区位概况

厦门大学访客中心位于厦门岛南端，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总

部内部。周边是厦门旅游景点集中区，西临中山路南普陀

景区；南临观景平台沙坡尾景区；东临环岛路白城、胡里

山景区；北临曾厝垵景区。

项目与著名景点鼓浪屿隔海相望，步行10分钟可达白城沙

滩、南普陀及海上观景台等知名景点。

项目周边交通发达，已预留地铁接入口，未来直接连通厦

门三号线厦大南门站，审批已出，预计3年内通车。300米

范围内公交站台有厦大医院、厦大西村、厦大（南普陀）、

厦大白城、沙坡尾，另有24条线路公交覆盖厦门岛内岛外。



项目概况

项目为PPP项目，产权属于厦门大学，演武场投资出资建设，演武场投资与厦大签署合作协议，拥有访

客中心15年的经营许可权。项目开业时间预计为2020年9月。

项目占地面积91,225㎡，共分地下三层，建筑面积106,823㎡，其中商业28,481㎡，分为厦门特色商

业一条街和品牌商业街两部分，车库总建筑面积75,400㎡（2054个车位）。

项目地面效果图商铺效果图



厦门旅游业概况

 2018年厦门市迎接了8900万人次的外来旅游人口，

同比增长13.66%。

 纵观2013-2018年厦门市旅游收入情况，六年旅

游收入增长迅速，增速都在15%以上。2018年全

年收入超1400亿元，增速达20%。其中鼓浪屿、

厦门大学（南普陀寺）、曾厝垵为最热景点。

 2020年3月，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厦门

景区逐渐恢复开放。根据鼓浪屿管委会数据，厦

门最热景点之一鼓浪屿的客流量在五一假期达到

10400人次/天，接近游客接待限额。



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隔海相望，既有独特的侨乡风情，又有美味的闽南特色小吃，各式的异国建筑让鼓

浪屿别具一格。 2017年7月8日，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个世界遗产。

岛上汇集了菽庄花园、日光岩、皓月园等热门景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的老建筑，更有岛上风格小资的店铺，

比如张三疯奶茶铺、苏小糖、赵小姐的店等。根据鼓浪屿管委会数据，厦门最热景点之一鼓浪屿的客流量在五一假期达

到10400人次/天，接近游客接待限额。

鼓浪屿

周边旅游景点



沙坡尾是厦门港的源起之地，从清代起就作为避风港。 沙坡尾是厦港街道辖7个社区之一，

南侧毗邻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其名来源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

左手传统，右手新潮，就是沙坡尾鲜明的个性，老文化与新思潮在这里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周边旅游景点



曾厝垵，中国最文艺渔村，为“曾厝垵文创村”的简称。现代与古朴的街区相融合，美食是曾厝垵除了文艺之外

的另一个标签，曾厝垵的五街十八巷中，遍布了各式各样让人口水直流的小吃和琳琅满目的水果。

深夜的曾厝垵是属于民谣和酒吧的，年轻人在酒吧里畅谈理想，在民谣低哑的声线下，用情感和故事下酒，回忆最

难忘的时光。

周边旅游景点



 中山路步行街是厦门最老牌的商业街，建筑均为骑楼，以粉红和乳白作为主色调，有浓郁的南洋风情。流光溢彩

的夜景、琳琅满目的各色闽台小吃也是中山路步行街的一大特色。

周边旅游景点



南普陀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东南五老峰下，毗邻厦门大学 ，面临碧澄海港，该寺占地面积25.8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2.1270万平方米。始建于唐朝末年，称为泗洲寺，宋治平年间改名为普照寺，明朝初年，寺院荒芜，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得到重建。因其供奉观世音菩萨，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类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

“南普陀寺”，为闽南佛教胜地之一。

周边著名景点



周边著名景点

芙蓉隧道位于厦大内部，芙蓉餐厅旁，是中国最文艺的隧道，是中国最长的涂鸦隧道，是厦门大学主要景点

之一，吸引着无数文艺青年及游客来此观光，建成之后，隧道内逐渐多了很多涂鸦，这些漂亮的涂鸦是厦大

学子一笔一笔描绘而成。



现场情况

所有进入校园的访客、游客都将通过访客中心办理登记才允许进校。游客进入厦门大学进行游

览的必经之地就是厦大访客中心。周边知名旅游景点众多，故该中心的人流量有一定保证。

厦大人流量数据：校内师生人数约5万，限流前厦大年参访人数600万，采用预约进校限制人数

后年参访人数300万。

图为疫情前厦门大学访客中心人流量情况：



宏观经济概况

2019年1-12月，厦门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稳定、稳中有好

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值5995.04亿元，同比增长

7.9%。项目所在区为思明区，地区生产总值

1896.46亿元，比上年增长7.2%，生产总值位列厦

门市第一。

截至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429万人，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89.2%。思明、湖里两区合计121.64万人，

占全市户籍人口的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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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商业租赁情况

商铺
面积
（㎡）

承租价 月租（元/月/㎡) 经营项目 租赁期限 租金递增安排

思明校区芙蓉6号楼底
层2号店面

184 2198000元/年 995 限定为校园超市 暂定 暂定

大学路213号大桥头
101-103

104 1030000元/年 825
经营项目不限制，
允许经营餐饮

5年
租金前2年不变，从第3年起，
每年递增5%（在前一年的
基础上），按年度支付。

大学路213号大桥头
112-113

72 423000元/年 490
经营项目不限制，
允许经营餐饮

5年
租金前2年不变，从第3年起，
每年递增5%（在前一年的
基础上），按年度支付。

思明校区芙蓉5号楼底
层7号店面

321 1990000元/年 516 限定为校园超市 暂定 暂定

根据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官网的店面招租公告，厦门大学对社会公开招租的商铺均采用投标方式，

投标热度十分高，更有部分商铺的承租价较租金底标价高70%以上。

根据近两年商铺招租情况，厦门大学商铺租赁价在500元/月/㎡以上，因厦大本身师生客户群体

庞大，加上厦大作为厦门一大热门景点所带来的游客量，校园内部的商铺景气度极高。

厦门大学部分店面招租情况公告



停车场收费公示

根据厦门市价格及收费公示登记平台显示，目前厦大访客中心车位收费标准为15-30分钟收费5元/小

时，30分钟以后每超15分钟加收2.5元（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计），连续停放24小时最高收费240元。

停车位收费价格均价为10元/小时。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控规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 单位

1 总用地面积 91,225 平方米

2 总建筑面积 106,823 平方米

2.1 地下建筑面积 106,823 平方米

2.1.1 商业 28,481 平方米

2.1.2 车位 2054 个

◆ 项目共分地下三层，夹层及负二层为停车场，负一层为商业配套及停车场。

商业建筑面积为28,481㎡，由厦门特色风情一条街与品牌商业街构成。访客中

心设置停车位2054个。



项目收入预测

凭借项目优势，该项目能保持稳定的现金流。根据项目15年收益测算，租金收入总计15.55亿元，物管费收入

1.49亿元，商业其他收入2574万元，停车费5.39亿元，项目总收入预测合计22.69亿元。

科目 指标 单价 货值（亿元）

商铺 28,481㎡
300元/㎡/月，每年5%租金递增率计算（其中第4
年和第7年增长12%）

15.55

停车费 2054个车位
10元/小时，每个车位每日平均出租时长8小时，车
位出租率60%

5.39

物管费 28,481㎡ 28元/㎡，第7年增长10% 1.49

其他收益 - - 0.25

总计 22.69



项目现金流预测

根据现金流预测，凭借项目优势，经营期间项目现金流为正，第15年项目累计净现金流为14.56亿元。

稳定良好的现金流预计可实现较大股权转让收益，以覆盖信托本金的兑付投资收益较为可观。

科目（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第十三年 第十四年 第十五年

现金流入 64,023 10,213 10,856 11,839 12,449 12,835 13,910 14,364 14,841 15,342 15,868 16,420 16,999 17,608 18,247 

现金流出 47,081 14,385 18,281 2,489 2,642 2,738 3,007 3,120 3,240 3,365 3,496 3,634 3,779 3,932 4,961 

净现金流量 16,942 -4,172 -7,425 9,349 9,807 10,097 10,903 11,243 11,601 11,977 12,371 12,785 13,220 13,677 13,286 

累计净现金流 16,942 12,770 5,346 14,695 24,502 34,599 45,502 56,745 68,347 80,323 92,695 105,480 118,700 132,376 145,662 



优质商业资产并购案例

领展房产基金

（00823.HK）

国内首只存量

资产并购基金

北投集团旗

下北投基金



总结

项目优势
明显

项目现金
回流稳定

严格的
存续期
管控

访客中心为厦门大学发起的PPP项目，地处厦门核心城区的核心地段，

周边旅游资源丰富，且作为热门旅游景点厦门大学的唯一访客接待入口，

人流量充足，商业价值较高；附近停车位紧张，预计车位需求较高。

项目已竣工，可在短期内开业实现现金流回

流，15年经营许可权期间经营收入预计为

22.69亿元，项目价值较高，预计可通过成

熟运营后整体转让实现良好收益。

我司对标的公司实施全面监管，派驻现场人员共管证照

章及银行账户，委派董事，对收益进行归集管理，以形

成对标的公司严格的管控，保证信托计划安全。



疫情前厦大及访客中心人流量



疫情前厦大及访客中心人流量



常规风险——

（1）法律和政策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投资政策、金融业监管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会对信托计划产生

风险。

（2）市场风险

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疫情对于文化旅游需求的抑制，均可能对访客中心运营造成影响，若出现任何原因导致财务状况

恶化、经营业绩大幅降低，或出现其他不可预测的危机时，可能造成信托计划投资损失，进而使得信托财产受到损失。

（3）信用风险

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在对项目进行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及信用风险，从而影响信托计划投资收益的实现。

（4）投资收益风险

若访客中心经营未达预期，可能存在无法按约向信托计划进行期间分红或顺利实现股权转让收益的风险，造成延迟向委托

人分配信托利益；最终信托计划退出本项目时，实际收回本金亦可能存在无法覆盖信托投资资金本金及收益的风险，造成

委托人信托利益受损。

（5）其他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它不可预知的意外事件可能导致信托财产遭受损失。金融市场危机、行

业竞争等超出受托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可能导致信托财产遭受损失。



THANKS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