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4号聊城安泰应收账

款转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推介材料

免责声明：本推介材料仅作推介之用，不构成对客户的要约及收益的保障，各项条款最终以信托文件为准。



免责声明

⚫本文件内容为保密信息，未经我司书面同意，本文件或其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复制或

转发。同意此项条款后方可阅读本文件。

⚫作为受托人，我司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信托计划，但不

保证信托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或本金不受损失。本文件的信息及意向不构成我司对

于投资收益的保证。

⚫本文件仅作为宣传目的使用，不作为有效合同的组成部分，具体条款应以最终签订的《信托

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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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信托计划要素及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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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要素及交易结构

项目名称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4号聊城安泰应收账款转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交易主体 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募债发债主体，评级AA，以下简称 “融资人”）

信托期限 分期发行，每期两年

资金用途

信托资金用于收购融资人分别持有的聊城市江泰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东鲁浩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的45,482.25万元、9,820.00万元应收账款，合计55,302.25万元，资金最终用于偿还融资

人及其子公司对外融资的有息债务。

风控措施

① 抵押担保：聊城市东昌府区紧邻万达广场东昌府区缤纷日月城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住宅用地

及在建工程抵押担保（评估：完工条件下的总开发价值为14.6亿元，在现状条件下的评估总

值为10.07亿元）；

② 保证担保：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以下简称“保证人”）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③ 交叉违约条款：与已成立的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14号聊城安泰应收账款转让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设置交叉违约条款。

信托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整

收益分配方式 每自然年度的6月20日、12月20日核算期间信托收益，到期分配信托本金和剩余收益。

还款来源 ①融资人经营收入；②保证人经营收入；③处置抵押物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300万（不含）以下：7.6%/年；300万（含）以上：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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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要素及交易结构

合格投资人

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认购 分配收益

保管
保管行

受让应收账款 回购应收账款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4号

聊城安泰应收账款转让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聊城江泰

（应收账款债务人）

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东昌府区缤纷日月城一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及在

建工程

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

应收账款
山东鲁浩

（应收账款债务人）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地域经济优势：项目所属区域聊城的东昌府区，聊城市下辖两区一县级市五县，东昌府
区作为核心市辖区，是市委市政府驻地，是城市绝对核心和经济财政水平最高的地区。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 区域经济和财政实力较强：2019年聊城市实现GDP2259.8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6.6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43.64亿元，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3.1%、占比较高，财政收入质量较好。东昌府区实现GDP448.7亿元，同比增长5.9%，总量居全市第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1亿元，全市排名第一。

东昌府区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经济财政优势：政府负债率较低，区域整体非标融资较少，区域整体风险可控。

科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GDP（亿元） 573.19 346.25 448.6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35.01 36.77 39.1

综合财政实力（亿元） 61.12 70.51 113.61

地方债务余额（亿元） 28.14 35.93 51.09

地方债务限额（亿元） 34.29 42.28 57.65

负债率 4.90% 10.38% 11.39%

债务率 40.04% 50.96% 44.97%

⚫ 东昌府区正式跨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连续两年入选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连续三年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 2019年东昌府区政府债务余额51.0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5.84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5.25亿元。东昌府区政府债务率（地

方债务余额/综合财政实力）常年低于100%，负债率（地方债务余额/GDP）常年低于20%，均在警戒线之下，风险可控。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地位优势：融资人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东昌府区最大的融资平台，
由区国资委全资控股，常年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企业名称 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所有制类别 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09年9月8日

注册资本 10亿元

实收资本 10亿元

企业定位
东昌府区政府授权的全区城乡建设投融资平台和相
关项目开发经营主体，承担区域内重要的融资和建

设职能

⚫ 政府支持力度大：2016年至2019年，融资人分别取得政府补贴1.9亿元、1.1亿元、1.4亿元、1.2亿元，充分反映了政府对融

资人的支持力度。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资信优势：融资人是公募债和私募债发行主体，主体信用评级AA，债项评级最高为
AA+，债券到期日均在信托计划到期日之后，对信托计划的退出形成有力保障。

⚫ 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2020年6月29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融资人出具的最新跟踪评级报告显示，主体评级维持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 融资人作为公募债和私募债发行主体，存续余额23.2亿元，债券兑付期限均覆盖本信托计划的期限

截止到2020年9月15日，融资人已发行债券的余额23.2亿元，债券兑付期限均覆盖本信托计划的期限，对本信托计划的安全

退出形成有力保障。

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类型 发行总额（亿元） 发行日期 到期日 债券余额（亿元） 债项评级

167194.SH 20聊城02 私募债 9.7 2020/7/14 2025/7/14 9.7 -

166027.SH 20聊城01 私募债 6.3 2020/1/17 2025/1/17 6.3 -

1680171.IB 16安泰债01 一般企业债 8.8 2016/4/8 2023/4/11 5.28 AA+

1680172.IB 16安泰债02 一般企业债 3.2 2016/4/8 2023/4/11 1.92 AA

合计 28 23.2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科目（亿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9.32 9.47 16.54

净利润 2.05 2.14 1.89

总资产 117.78 149.96 175.8

流动资产 108.27 132.11 152.1

净资产 42.93 45.56 47.69

总负债 74.84 104.39 128.33

流动负债 28.05 39.27 63.02

资产实力优势：融资资产实力较强，本信托计划存续期债务压力较小。

⚫ 资产实力强：截至2019年末，融资人总资产175.8亿元，以流动资产为主，为152.1亿元，主要由存货、应收类款项构成，

坏账可能性较低。

⚫ 负债结构健康：非流动负债65.3亿元，占负债总额的50.89%，负债结构健康。截至2020年5月31日，存续有息负债69.66亿

元，多为超长期的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预计在2022年三季度本信托计划到期之前，融资人需要偿还到期债务仅有待偿还有

息负债存续13.3亿元，对本信托计划到期还款压力较小。



03 风控措施分析



03 风控措施分析-（一）保证担保

14

◼ 东昌府区第二大平台企业：国有独资，实际控制人为东昌府区国资委，注册资本3亿元，实缴资本3亿元。

◼ 政府支持力度大：2017年至2019年，政府补贴金额分别为0.92亿元、1.26亿元和0.76亿元。

地位优势：保证人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是东昌府区的第二大平台公司，
由区国资委全资控股，常年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企业名称 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所有制类别 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13年12月30日

法定代表人 张文

注册资本 3亿元

实缴资本 3亿元

实际控制人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03 风控措施分析-（一）保证担保

15

科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4.15 4.32 5.06

净利润（亿元） 1.97 2.17 1.83

总资产（亿元） 45.07 46.81 57.82

流动资产（亿元） 23.5 24.5 35.2

净资产（亿元） 30.8 33.2 35.0

资产负债率 31.71% 29.05% 39.40%

资信实力优势：保证人资产实力较强，本信托计划存续期债务压力较小。

⚫ 资产实力强：截止2019年，总资产57.82亿，营业收入5.06亿元，资产负债率仅39.40%。

⚫ 债务压力小：截至2020年4月20日，保证人有息负债余额仅为6.61亿元，其中2022年三季度前到期的负债仅1.17亿元，

债务风险可控，对外担保金额合计9.57亿元，担保对象为国有企业，经营情况较好，或有债务风险低。



风控措施分析-（二）抵押担保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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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价值较高：抵押物东昌府区缤纷日月城一期项目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核心位置，
紧邻万达广场的住宅用地及在建工程，稀缺性强，资产价值高。
⚫ 核心位置

项目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核心区域，项目紧邻万达广

场、第三人民医院，距离聊城市政府仅2.6公里，地块稀缺

性强，资产价值高。

不动产权证号 鲁（2019）聊城市不动产权第0017343号

权利人 聊城市民安置业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电大路南、新纺街西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 出让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使用期限

城镇住宅用地使用面积：50893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
：2019年05月27日起2087年11月30日止；零售商业用
地使用面积：5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2019年05

月27日起2057年11月30日止



序号 文件名称 取得/签署时间 证件编号

1 建设用地出让合同 2019/5/27 宗地编号2019-07

2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9/7/9
鲁（2019）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7343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9/6/28 地字第371501201900040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9/9/4
建字第371501201900061

建字第371501201900062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9/9/6 371502201909060000

风控措施分析-（二）抵押担保03

建设进度较高：抵押物已取得四证，目前建设进度已达到80%，抵押物沉淀价值较高。



风控措施分析-（二）抵押担保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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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有政府回购条款

抵押物设置了政府回购条款，政府回购并为小业主办理

产权证的前提是偿还本信托计划融资，然后进行抵押物解押，

所以政府回购成为本信托计划的退出提供重要保障。

⚫ 市场价值高

根据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咨询报

告（编号：深国策估字FJX[2020]090002ZX号），在2020

年8月25日基准日预计抵押物在现状条件下的总值为10.07

亿元，在完工条件下的总开发价值为14.6亿元。

担保价值高：抵押物设有政府回购条款，对本信托计划的退出提供重要保障，同时从
市场价值判断，总开发市场价值对本信托计划本金覆盖倍数为2.92倍。



04 项目亮点



项目亮点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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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人资信优秀、城市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强、风控措施的增信担保能力强。

资信优秀 城市经济核心区 保证能力良好 抵押担保能力强

区域经
济 保证人 抵押物融资人

• 东昌府区第一大平台

• AA评级的公募债发债主体

• 信托存续期债务压力小

• 聊城市核心市辖区

• 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 财政和经济常年位于各区

县首位

• 东昌府区第二大平台

• 企业负债率低

• 信托存续期债务压力小

• 城市核心区住宅用地及在

建工程

• 政府回购条款

• 市场价值高



05 风险揭示和受托人介绍



信用风险

◆与本信托计划相关的交易主体违反交

易文件，将可能对信托财产的价值或

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置信托财产造

成不利影响，从而使委托人或受益人

遭受损失。

经营风险

◆在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可能

发生受托人因其知识、管理水平有缺

陷，获取的信息不完全或存在误差，

以及对经济形势、政策走势等判断失

误，从而影响信托资金运作的收益水

平和收益兑付。

管理风险

抵押担保风险

◆抵押物可能因市场波动等原因而导致

价值贬损，此外担保权利的行使和执

行程序中的迟延可能会对通过该程序

实现的收入数额产生不利影响，从而

使委托人或受益人遭受损失。

风险揭示及受托人介绍05

本信托计划的风险揭示如下，具体风险揭示内容以信托合同及认购/申购风险申明书为准

22

◆由于融资人属于城市基础建设设施行业，

该行业具有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

特点，如果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和市场

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将可能影响到投资

者按时收回本息。

政策风险

◆融资人、担保人等交易主体可能因经

营管理不善，利润减少，资产价值降

低，从而影响本信托计划投资利益的

实现。



◆受托人依据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即由委托人交付的资金以及由受托人对该资

金运用后形成的财产承担。受托人违背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

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信托财产损失由信托财产承担。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托人开展信托业务，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委托人/受益人投资本信

托计划既有可能获得收益，也有可能发生亏损，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受托人也不会以任何形

式垫资兑付。

风险揭示及受托人介绍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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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雪松国际信托”）是世界500强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雪松控股”）的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5亿元。

◆雪松国际信托前身为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6月，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19年4月，雪松控股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2019年6月，公司正式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步入全新

的战略发展期。

◆雪松国际信托坚持客户导向，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居民财富增长提供优质服务，努力打造客户、企业、产业、社会共

赢的金融生态圈，为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风险揭示及受托人介绍05

公 司 简 介

24



雪松控股创立于1997年，全球总部位于

广州，是广州本土成长起来的世界500强

企业、中国大宗商品领军企业，以2851

亿元营收位列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

第296位。雪松控股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

的大宗商品综合性产业集团，以“资源有

限、价值无限”为发展理念，珍惜有限的

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6月。2014年江西省政府对公

司进行重组，重组后的江西省金控集

团是江西省政府直管企业，是做大做

强江西地方金融板块的主力军和龙头

企业，是江西省属地方金融机构的投

资人和金融资产的管理平台。

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江信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于2004

年8月4日在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成立。

江西省江信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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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扫码关注“雪松国际信托”微信公众号

TEL:40000- 48888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www.cedartru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