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5号钦州滨海集团

城乡基建发展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一、项目基本要素表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5号钦州滨海集团城乡基建发展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相关当事人

委托人/受益人 合格投资者

融资人 钦州市滨海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集团)。

担保人 钦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开投)。

抵押人 滨海集团及钦州滨海新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
资产）。

信托规模 信托规模不超过3亿。

信托期限 本次发行产品期限24个月。

业绩比较基准
(税后）

100万元（含）-300万元（不含）7.6%；
300万元（含）及以上7.8%。

信托资金运用
方式 向滨海集团发放信托贷款，滨海集团将该笔信托贷款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5号钦州滨海集团城乡基建发展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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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核算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分配信托利益。

还款来源

（1）滨海集团的各项经营收入（2019年营业收入4.82亿元）；

（2）钦州开投的各项经营收入（2019年营业收入12.96亿元）；

（3）抵押物变现收入（抵押物评估价值10.02亿元，抵押率不超过30%）。

退出方式 信托计划到期，由融资人滨海集团偿还贷款本息，信托计划退出。

风控措施

（1）钦州开投为本信托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滨海集团及滨海资产提供评估价值约10亿元土地作为本项目抵押物，

抵押率不超过30%，并办理第一顺位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二、信托方案

委托人
（合格投资者）

滨海集团（主体
评级AA）

认购

分配信托利益

发放贷款

还本付息

雪松国际信托

设立 受托管理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6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出让土地

（评估价值约10亿）

钦州开投

（主体评级AA）

担 抵
保 押



三、区域分析-广西省钦州市简介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1309.82 1291.96 1356.30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单位：亿元） 226.07 257.93 248.02

公共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53.35 54.10 57.38

钦州市，广西沿海地级市。钦州市是“一带一路”南向通道陆海节点城市，北部湾

城市群的重要城市，拥有深水海港亦是国家保税港的钦州港。南钦高速铁路作为广西北

部湾地区的主要铁路运输通道构成了中国西南地区连接东南亚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钦州北邻广西首府南宁，东与北海市和玉林市相连，西与防城港市毗邻，旅游景区有30

多处，4A级景区多处。是中国大蚝之乡、中国香蕉之乡、中国荔枝之乡和中国奶水牛之

乡。2019年，钦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3亿元，同比增长7.8%。



四、融资人-滨海集团

企业名称 钦州市滨海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50700564040200F

成立时间 2010年11月15日

法定代表人 赵文博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钦州市五马路1号原三中校园内

主体长期信用
评级 AA

主体评级展望 稳定

企业优势

➢ 滨海集团2019年发行了5亿元7年期

公募债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对该债券2020年跟踪评级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维持AA。

➢ 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190.22亿元，

负债110.5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8.12%；实现营业收入4.82亿元，

净利润1.45亿元。

➢ 截止目前，滨海集团过往债务履约

情况良好。



四、融资人-滨海集团

主体评级情况

年份 主体评级 评级展望

2019年 AA 稳定

2018年 AA 稳定

2017年 AA 稳定

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 截至2020年6月，滨海集团所发行债券均能按时付息，及时兑付，无
违约情况发生。



四、融资人-滨海集团

科目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4.82 4.45 4.22

净利润 1.45 1.69 1.58

总资产 190.22 185.47 197.95

总负债 110.55 107.48 124.86

资产负债率（%） 58.12 57.95 63.08

2017年-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四、融资人-滨海集团

还款来源&再融资能力分析

（1）2018、2019年项目回购收入为2.96亿元和3.81亿元，土地管理服务收入均为0.66亿元，

公司未来收入和利润将持续好转，项目回购收入和土地服务管理收入为企业未来主要营业收入来

源。

（2）2018年、2019年财政补贴收入分别为1.66亿和1.58亿，财政补助收入为企业未来营业外

主要收入来源。

（3）融资方正在发行11.3亿非公开债券，已经发行5.8亿元，其中北部湾银行认购了5.5亿，还

剩5.5亿元，期限为3+2年。

（4）融资方正在申报10亿元的小微企业债，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发行期限3+1年。相关

申报材料已于6月10日报送国家发改委进行预审，并已行文申请债券“绿色通道”审批。

（5）融资方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恒丰银行合作开展PPN业务的请示，规模10亿元，

期限不超过5年。

（6）融资方正在对接国海证券开展相关准备短融工作。发行规模10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1

年。正在更新募集说明书、主体及债项评级报告，更新后上报协会审核。



五、担保人-钦州开投

企业名称 钦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50700753743511T

成立时间 2003年10月30日

法定代表人 郑豪斌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钦州市兴桂路体育中心体育
场三楼

主体长期信用
评级 AA

主体评级展望 稳定

企业优势

➢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2019年7月对钦州市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8钦州开

投MTN001与19钦州开MTN001债券

跟踪评级信用等级维持AA，发行

主体评级维持AA。

➢ 钦州开投是钦州市第一大政府平

台公司，公募发债主体。

➢ 截止目前，钦州开投过往债务履

约情况良好。



五、担保人-钦州开投

主体评级情况

年份 主体评级 评级展望

2019年 AA 稳定

2018年 AA 稳定

2017年 AA 稳定

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 截止2020年6月，钦州开投累计发行多笔债券，所发行债券均能按时付息兑付，
公开市场再融资能力较强，无违约情况发生。



五、担保人-钦州开投

2017年-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科目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12.96 9.59 9.00

净利润 3.96 3.46 3.55

总资产 431.83 401.48 412.78

负债 261.95 244.34 259.31

资产负债率（%） 60.66 60.86 62.82



六、抵押物介绍

➢ 钦州滨海新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名下土地为本次信托贷款提供第一

顺位抵押担保，土地位于钦州市东

站区D-04号地块、地块位置紧临钦

州市人民政府、钦州东站，周边成

熟小区环绕，地理位置优越。土地

面积总计为54407.37平方米。本地

块为净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

设定用途为商住用地，评估价格为

52720.74万元。

《 国 有 土
地使用证》
证号

权利人 坐落
使用权
类型

设定用
途

终止
日期

证载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
总价
（万
元）

钦国用
（2014）
第A0820号

滨海资
产

钦州市东
站区D-04

号地块、
龙坪街北

面

出让
商住用
地

住宅：
2083
年11
月12

日；
商业
2053
年11
月12
日

54407.37 9690
52720
.747



六、抵押物介绍

➢ 滨海集团以名下土地为本次信托贷

款提供抵押担保，土地位于钦州市

新城大街南面、犁头咀大街西面，

附近有北部湾大学。土地使用证号

为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4265号，土地面积总计为

95626.82平方米。本地块为净地，地

面没有建筑物，使用权类型为国有

出让，设定用途为商服用地，评估

价格为47430.90万元。

《 国 有 土
地使用证》
证号

权利人 坐落
使用权
类型

设定用
途

终止
日期

证载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
总价
（万
元）

桂（2020）

钦州市不
动产权第
0004265号

滨海集
团

钦州市新
城大街南
面、犁头
咀大街西

面

出让
商服用
地

2059
年10
月22
日

95626.82 4960
47430
.90



七、信托计划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

因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等，均可

能对市场及项目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项目的收入，影响信托计划收益，甚至造

成亏损。

（2）政策风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导致利率水平、市场价格波动，从而影响信托收益。

（3）受托人经营及操作风险

按照我国金融监管法规规定，信托公司须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方可经营

信托业务。虽受托人相信其本身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营运及管理，但无法保证其本

身可以永久符合维持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条例。如在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无法继续经营信托业

务，则可能会对本信托产生不利影响。



七、信托计划风险提示

（4）保管人经营及操作风险

在信托存续期间，如保管人无法继续从事保管业务，则可能会对本信托产生不利影响。

保管人在业界信誉良好。但若信托存续期间保管人不能遵守信托文件约定对信托本资金实

施管理，则可能对本信托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保管协议的约定，本信托的

保管人仅负责保管本信托的资金，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受托人的委托承担资金安全保管、

划拨等保管职责。保管人的职责中不涉及对资金项下运作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5）信用风险

本信托计划成立后，不排除融资人滨海集团无法按时、足额偿还本信托计划，影响信

托财产安全及投资者收益的情形。项目组拟通过实地检查、贷后管理以及跟踪融资人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及重大经营事项，通过监督其履行相关协议项下义务。

（6）其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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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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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受托人—雪松国际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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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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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