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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雪松国际信托·长盈98号前海锐致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期限 总期限不超过【3】年，各期期限不超过【1】年

信托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分期募集成立，具体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

交易对手 深圳前海锐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锐致”或“融资人”）

信托财产运用
信托资金用于受让融资人前海锐致持有的深圳市宝能汽车有限公司10%股权收益权，融资人承诺到期

回购。

投资者业绩比较基
准

100（含）-300万（不含）：【8.1】%；300万（含）以上：【8.3】%

信托利益分配方式 信托计划成立后每年的6月10日、12月10日进行收益分配，到期分配本金和剩余收益

风控措施

1、保证担保：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宝能集团”）和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或简称“宝能汽车”）提供保证担保；

2、股权质押：深圳前海深粤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前海深粤”）以其所持深圳市深粤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深粤控股”）1.22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率不超过90%（深粤控

股股权评估值每股股价约4.59元,股权价值约5.59亿元）；

3、信托资金使用监管：融资人收款账户预留印鉴添加受托人雪松信托指定人名章，雪松信托持有复

核Ukey，信托资金需严格用于约定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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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国际信托·长盈98号前海锐致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认购
信托

合格投资者

分配
收益

招商银行
托管

前海锐致

归还股权收购产生的借
款

投资其持有的子公司深圳市宝能
汽车有限公司10%股权收益权

到期
回购

保证担保：宝能集团、
宝能汽车

质押担保：前海深粤
信托资金使用监管

用于

风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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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能汽车是宝能集团未来的核心主业，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273.65亿元，营业收入8.42亿元，净利润

7.33亿元，担保能力较强。

⚫ 宝能集团资产实力雄厚、产业链结构完整，其经营范围遍布全国多个行业，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81.26亿元，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现金流。除此之外，宝能集团控股多家优质上市公司，可有效促进公

司的持续发展。因此宝能集团担保能力较强。

宝能集团和宝能汽车担保，担保实力雄厚

1

⚫ 前海深粤以其所持深粵控股1.22亿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深粤控股是国内最早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企业之

一，也是深圳最大的综合型物流企业之一，得益于国家对于包括智能物流在内的大物流板块的政策支持，

公司发展前景好，股权价值呈现上升趋势。

质押股权优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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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锐致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07月31日

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N6UF4F。注册资

本10亿元。

前海锐致为收购长安标致雪铁龙而搭建的平台公

司,目前暂无实际经营。其母公司宝能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是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整车资源聚合和业务发展的平台，主要

业务涵盖传统及新能源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业务。

截至2020年6月末，宝能汽车资产总额373.27

亿元，净资产45.80亿元。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

入8.42亿元，净利润7.33 亿元。

股权结构

姚振华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宝源物流有限公司

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锐致投资有限公司

100%

100%

1%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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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能汽车是宝能集团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同时也是宝能
集团未来的核心主业。

➢ 宝能汽车已在包括汽车变速箱、汽车电池制造、汽车玻璃
等汽车配件领域，以及汽车保险、汽车租赁、汽车配套服
务等车后服市场全面布局。

➢ 2017年12月29日，宝能汽车收购观致汽车，主攻中端市场,
观致汽车2018年整车销量62,368台，同比增长317%。

➢ 宝能汽车正以投资并购、自研自建自产等方式，进军经济
型主流市场和高端智能化市场，构建金字塔式的品牌市场。
同时宝能集团也在积极配合国家产业发展要求，以发展新
能源车及智能汽车的研发及制造为核心战略，布局多处新
能源汽车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

➢ 截至2020年6月末，宝能汽车资产总额373.27亿元，净资
产45.80亿元。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8.42亿元，净利
润7.33 亿元。

01 股权结构 02 经营情况

姚振华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宝源物流有限
公司

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

99% 1%



03 品牌定位 宝能汽车在长远业务规划上，将涵盖经济型主流市场、中端市场以
及高端智能化市场，形成金字塔式品牌矩阵。

自主高端品牌

作为宝能汽车完全自主研发并面向高端智能市场的独立品牌，宝能汽车的自

主高端品牌基于宝汽的纯电动和氢燃料专用平台及核心技术，力求占据国内

品牌和技术的制高点，兼具新能源、智能化、豪华、运动、科技领先、高品

质高价位等特点，成为奠定宝能汽车行业地位的标杆性产品品牌。

自主中端品牌

观致汽车作为宝能汽车的自主中端品牌，依托新能源化、新材料化、多功能化

和智能化的产业升级特点，聚焦于A、A+、B级SUV和轿车，同时兼顾A0+级

SUV和B级MPV细分市场。产品拥有国际级品质的同时，兼具性价比，并满足

新世代消费者对于时尚科技和优越性能的追求。

经济实用型品牌

作为覆盖包括A0+、A、A+级SUV和A级轿车等经济型主流市场的品牌，宝能汽

车的自主主流品牌定位为行业中极具性价比的经济实用型品牌，产品特性以品质

优良、可靠性高、经济适用为主要特质。目前，宝能汽车正在寻求以投资并购、

自产自建等方式进行产品及品牌建设。



自主中端品牌---观致汽车

观致汽车作为宝能汽车的自主中端品牌，依托新能源化、新材料化、多功能化和智能化的产业升级特点，聚焦于A、
A+、B级SUV和轿车，同时兼顾A0+级SUV和B级MPV细分市场。产品拥有国际级品质的同时，兼具性价比，并满足新世
代消费者对于时尚科技和优越性能的追求。

目前观致汽车旗下共有8款产品：
➢ 第一款量产车型——观致3轿车于2013年11月底上市
➢ 第二款量产车型——观致3五门版于2014年6月底上市
➢ 第三款量产车型——观致3都市SUV 1.6T于2014年12月上市
➢ 第四款量产车型——观致5 SUV于2016年3月上市
➢ 第五款量产车型——观致3 GT于2016年11月上市
➢ 第六款量产车型——观致5S于2019年9月上市
➢ 第七款量产车型——观致5S 暗夜英雄版于2019年11月上市
➢ 第八款量产车型——观致7于2020年8月上市

其五大核心支柱为：国际品质的细致工艺、独具风格的设计
语言、领先行业的智能互联、精准稳健的性能表现和突破创新的
客户体验



自主中端品牌---观致汽车

观致MILESTONE概念车是一款四门轿跑，车
身尺寸为5000/2000/1400mm，采用了无B柱对开
滑门式设计，手势操控感应门把手，对扣双框的矩
形设计与概念车专属LOGO风格完全一致。

MILESTONE概念车，奠定了观致未来3-5年的
设计方向。观致品牌未来的车型，会以该概念车造
型为基础，衍生出更丰富的车型，包括轿车、SUV
和MPV等多款车型。

观致MILESTONE概念车



自主中端品牌---观致汽车

观致7搭载1.6T和1.8T两款高效发动机，动力
输出超越同级主流车型，全系配备7DCT湿式双离
合，响应更快，是名副其实的“性能担当”，并以
全维智能安全科技，为用户提供稳如磐石的爱与保
护。

高能驾控SUV观致5S，全面换“芯”，标配
CN95级空调滤芯，全面优化驾乘室的空气质量。
其搭载有“黄金动力组合”之誉的高功率1.6T发动
机加格特拉克第三代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输出
澎湃动能的同时换挡更加平顺，综合油耗大为降
低；加持领先的斑马智行系统赋予了用户智能化、
极致化的用车体验。

观致7

观致5S



04 产业化支持

为了实现宝能汽车的长远发展战略，提
升宝能汽车在核心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宝能
汽车将同时启动包括上海、广州、深圳、西
安、重庆在内的多个研发基地，充分发挥当
地高校人才优势，同时引进国内外一流专家，
开展产业技术应用研究和集成，重点突破新
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形成先进研发流程和研
发体系，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打造国际新
能源汽车创新技术研发高地，围绕电动化、
轻量化、智能网联化三大产业生态趋势，着
力攻克动力系统、智能化系统、轻量化系统
的改良提升，全面进军汽车研发及制造市场。

05技术研发

除了汽车研发及制造，宝能集团亦早已通过战略投资的形式，
相继投资于包括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南玻
集团”)、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韶能集
团”）、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中炬高新”）等汽车上游领域供应商，深耕包括汽车变速箱、
汽车电池制造、汽车玻璃等汽车零配件领域，并以汽车租赁作为
切入点，深度布局车后服务市场。

自2016年起，宝能集团陆续布局全国12 个重点省、市，开
设包括租车门店、车后服自建厂、车后服社区店等各类体验式汽
车服务网点，配合宝能集团在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提供涵盖新
能源及智能汽车研发、整车制造、汽车租赁、汽车金融、汽车保
险、汽车后服务和共享用车业务等的综合性体验式汽车服务，打
通汽车行业的整车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租赁、金融等全流
程价值链条。

未来，宝能汽车将全面打造涵盖“研发-零部件-整车制造-后
市场”的完整产业链，坚持技术领先、人才领先、市场领先，围
绕新能源化、新材料化、多功能化、高智能化，构建极具竞争力
的汽车产业生态圈，用10-15年时间将宝能汽车打造成为具有强大
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汽车集团。



为了实现整体战略目标，打造中国一流的汽车生产制造集团，宝能汽车依托宝能集团的产业实力，在包括广州、
西安在内的全国多个战略城市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基地。

广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

陕西西咸新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项目

广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位于广
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首期规划产能50
万辆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达产产值将
超过1000亿元。

陕西西咸新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项目规划产能100万辆（其中一期50万
辆）新能源汽车及配套项目，整车和零
部件制造产值预计将超千亿元。

06 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基地



➢ 资产规模稳步增长：2017-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分别

为198.58亿元、255.80亿元和273.65亿元，资产规模

稳步增长。

➢ 负债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宝能汽车负债规模较大主要

是因为宝能集团坚定信心发展汽车产业，在过去两年时

间，在广州、西安等地投入建设生产基地，在深圳设立

了新能源研究、智能网联研究院，同时筹备北美硅谷前

瞻技术研发中心。公司仍处于大量投入期，未来随着新

车型的上市，同时受益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公

司的销售业绩有望不断增长，从而优化负债结构。

➢ 净利润由负转正：2019年宝能汽车营业收入8.42亿元，

净利润7.33亿元，实现了净利润的由负转正。宝能汽车

的整车板块、动力电池板块、汽车出行板块均具有强大

竞争力，后续价值提升空间及上市潜力极大，公司盈利

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财务指标
2017年末

/2017年度

2018年末

/2018年度

2019年末

/2019年度

总资产 198.58 255.80 273.65

总负债 164.85 193.74 232.56

所有者权益 33.74 62.06 41.09

资产负债率（%） 83.01 75.74 84.98

流动比率 0.39 0.76 1.38

速动比率 0.34 0.65 1.38

营业收入 0.00 54.52 8.42

利润总额 -0.12 -30.70 7.49

净利润 -0.14 -21.25 7.33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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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股权结构

发展历程

03 资本运作

➢ 宝能集团是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012）、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601）、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00872）的第一大股东。

➢ 宝能集团是华侨城A（股票代码000069）的第二大

股东。

➢ 宝能集团还是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

简称“前海人寿”）和深圳市粤商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的大股东。

➢ 截至目前，宝能已不再持有万科A股份。过去近30个

月，宝能陆续减持万科A，合计套现约750亿元，投

资收益接近300亿，从第一大股东到告别万科，宝能

实现了一笔年化收益率约为10%的价值投资。

姚振华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02

➢ 宝能集团创立于2000年3月，现已发展成
为拥有“高端制造、国际物流、综合开发、
综合金融服务”四大产业板块的大型现代
化企业集团。



04 产业板块

➢ 综合开发板块

综合开发作为宝能集团的核心产业之一，以"产城融
合,产业兴城"的理念，赋予科技园区、城市综合体和国际
商务区等广阔的商业内涵。集团资产主要布局北、上、
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及若干重点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
心城市，坚持高质量稳健发展。目前，开发板块建筑面
积约3000万㎡，总货值约1万亿。截止2019年12月底，
综合开发板块资产总额约2000亿元，净资产约700亿元。
公司大部分物业资产含金量高，土地升值潜力巨大，价
值尚未充分在账面反映，未来可以释放出较好收益。

2019年以来，地产板块基于原深耕的区域外，进一步
在广州、西安、昆明、太原、南京、贵阳等投资建面超过
1000万㎡，并已锁定2000万㎡待拿地项目，主要集中于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例如南通、苏州、广州、深圳、东
莞等重要区域。预计在2020年底，开发板块总货值将超过
15000亿。如按照20%自持，80%销售，按6年销售规划，
则每年平均销售收入约2000亿元，销售利润率预计大于
20%，每年现金净利润平均为400亿元。宝能集团综合开
发板块资产优质，现金流充沛，盈利能力极强。



04 产业板块

➢ 国际物流板块
宝能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战略目标，积极开拓以“产地直供-冷链物流-城市配送”
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旗下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或简称“深业物流”）目前在深圳核心区持有127万㎡
物业，同时两个深圳市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正在推进，改造后公司
在深圳的物业将超200万㎡，资产价值超千亿。截止2019年12月
底，深业物流账面资产总额约800亿元，净资产约300亿元。

宝能集团拟布局高端仓储和冷链物流，在全国各重点城市形
成拥有3000万㎡高端物流基地。宝能物流板块积极发挥自身物流
属性优势，陆续开展供应链金融、自营贸易、基础物流等业务，
打造宝能新流通平台。截至2019年12月底，除深圳项目外，宝能
物流板块已进驻广州、贵阳、烟台、昆明、南通、长沙、重庆、
天津、成都等城市，已落地土地面积近2800亩，并与多地政府达
成战略协议，锁定多个项目，快速形成全国性物流网络。

基于上述战略及布局，物流板块预计2020年-2024年可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超5000亿元，未来现金流入充足，偿债能力较强。



➢ 高端制造板块
宝能深度布局以前瞻性研究和科技创新驱动的先进制造业，形成以汽车、新能源、
新材料、环保、精密制造等板块为主的制造业组团。

宝能通过战略投资观致汽
车，进军汽车研发及制造
业，并逐步配合国家产业
发展要求，重点发展新能
源车及智能汽车的研发及
制造。

南玻集团是中国玻璃行业领军
龙头企业。南玻工程玻璃产品
享誉全球，高端产品技术达到
世界尖端水平；电子玻璃产能
居于全球前列；光伏玻璃技术
精湛，全面跻身特斯拉全球供
应商；显示器件供货国内四大
主流手机厂商。

中炬高新主营业务涵盖
食品、调味品等民生产
业，是目前国内第二大
调味品龙头企业，旗下
的“美味鲜”和“厨邦
”为全国驰名商标。

韶能集团以可再生能源和
清洁能源的投资开发与经
营为主业，形成了清洁能
源、环保生态植物纤维制
品、精密（智能）制造三
大核心业务板块。

04 产业板块



➢ 高端制造板块

04 产业板块

宝能汽车板块努力抓住以“新能源化、新材料化、
多功能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汽车产业历史机遇期,坚决
实施以人才为中心,以研发突破为重点，全面推进精准开
发、供应链深度提质降本、精益生产、精准营销、品牌
强化，综合竞争力及整体实力越来越强。

保守预测2020年-2023年销售超200万台，实现销
售收入超3000亿，预计2023年突破100万台。观致汽
车的经营目标是对标日本丰田、德国大众，打造具有世
界水准的国产主流品牌，全力争取到2025年观致年产销
突破200万台。宝能汽车的经营目标是在收购长安PSA
基础上，全面对标奔驰、宝马，打造具有世界水准的国
产顶级品牌，全力争取到2025年，年产销50万台宝能
品牌汽车。宝能汽车板块的整车板块、动力电池板块、
汽车出行板块均具有强大竞争力，后续价值提升空间及
上市潜力极大。

宝能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制造
强国战略，将汽车产业确定为“制造宝能”战略的支撑
和集团下一个25年核心支柱产业。集团旗下宝能汽车
成立于2017年3月，总部位于深圳，是宝能集团旗下汽
车资源聚合和业务发展的平台，是集团“制造宝能”、
“科技宝能”、“民生宝能”战略转型的核心载体之一，
正在布局集“研发-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汽车后市场”
为一体的汽车全产业链。

宝能汽车集团涵盖观致汽车、长安PSA、五大研究
院、五大新基地、新能源动力电池、动力总成、汽车出
行、汽车金融、后服务等汽车全产业链，已形成包括整
车、零部件、出行服务和创新业务等四大事业群。宝能
汽车基地在深圳、广州、江苏等核心区拥有近1500万
㎡的物业面积，为汽车板块提供扎实的经营条件。同时
凭借宝能的产业联动优势，全面重启汽车上下游供应链，
实现有效降本。在销售方面整合观致存量渠道，并大力
开拓新的销售网点和线上销售。



➢ 综合金融服务板块

04 产业板块 宝能的金融服务板块发展稳健，目前旗下拥有人寿
保险、财产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
第三方支付等持牌金融公司，还参与了多家行业领先的
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具备良好的产融协同能力。

前海人寿为2019中国企业500强第279名、中国服
务业企业500强第110名，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养
老、医疗、意外等人身保险服务，拥有多元化业务渠道
和保险公司项下全投资牌照资质，2019年保费规模约
800亿，排名行业前十，2020年业务更上一层楼，第一
季度保费规模就突破了500亿，过去5年总资产回报率达
到13.6%（中国保险行业内第一）。

前海人寿服务客户超过300万人，2018年荣获"中
国寿险10强"、"年度公益金融机构"等重量级荣誉称号。
前海人寿持有大量优质物业项目，约1000万平方，主要
分布在深圳、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资产优质，升
值潜力巨大，初步估算升值近1000亿元。另，已开业及
在建三甲医院及康养基地13个项目，可辐射服务近1亿
人。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前海人寿股权价值超过
900亿元。



➢ 资产规模稳定增长：2017年-2019年末，公司的总资

产分别为3,819.67亿元、3,909.68亿元和

4,552.50亿元，资产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货币资金充裕：2019 年末，宝能集团货币资金

295.70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3.37%。其中银行存

款占比 94.97%，12.34 亿元被用于宝能集团筹资活

动的质押，占比 4.17%，受限资金占比较低。

➢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长：2019年宝能集团实现

营业收入881.26亿元，同比增长51.34%；实现净利

润11.36亿元，较上年增长10.70亿元，盈利能力大

幅提升。

财务指标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货币资金 138.81 239.69 295.70

总资产 3,819.67 3,909.68 4,552.50

总负债 3,325.64 3,434.76 3,968.53

所有者权益 494.02 474.93 583.97

资产负债率 87.07% 87.85% 87.17%

流动比率 0.42 0.80 1.51

速动比率 0.32 0.73 1.34

营业收入 356.24 582.30 881.26

净利润 8.27 0.66 11.36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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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1984年
1月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4210J。注册资本49亿元。

公司主要从事第三方、第四方物流服务
、物流园区开发及经营管理、特色物流等高
端物流业务。

截至2019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81.56 亿元，净资产76.09亿元。

➢深粤控股估值逻辑

深粤控股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深圳市
深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估值基准
日2019年5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
2,256,784.46万元人民币，共49亿股，每股股
价约4.59元，本次质押1.22亿股，质押率
5/(4.59*1.22)=89.29%，不超过90%。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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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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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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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8

亿元营收位列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

第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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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05% 20.7559% 5.2951%%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主 要 股 东



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江西南昌成立。

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

公司经营外汇业务。

2003年4月
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西

省发展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赣州地区信托投资公司以新

设合并方式重新登记成立江西国

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3月
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6月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37亿元人民币。

发 展 历 程

1981年5月13日 1984年9月18日

1984年2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

开办金融业务。



公司名称变更为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30.05亿元人民币。

2018年11月
经银保监会批复同意，

雪 松 控 股 受 让 公 司

71.3005%股权。。

2019年4月
雪松控股成为公司新的

控股股东。

2019年6月
公司名称变更为雪松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步入全新的战略

发展期。

发 展 历 程

2012年10月 2016年6月

2015年10月

经江西银监局核准，公司获

得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

格，负责管理特定目的信托

财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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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