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34号大冶市振恒城发
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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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ONTENTS

目录

信托计划要素及交易结构

风险揭示及受托人介绍
3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风控措施分析

项目亮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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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号大冶市振恒城发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交易主体 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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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资金用于受让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大冶市水务集团公司30%股权收益权

，资金最终用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中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及配套工程。

风控措施
① 抵押担保：大冶市新铜都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49,773.44㎡出让用地及以上

附着物（自建房）11,634.7㎡为本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② 保证担保：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托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收益分配方式 每自然年度的6月21日、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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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人的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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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信托计划要素及交易结构

合格投资人

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认购 分配收益

保管
保管行

支付股权收益权
受让款 支付回购款

雪松国际信托·长泰234号
大冶市振恒城发股权收益
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大冶市东风路办事处金湖
大道52号地块土地及地

上建筑物

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

大冶市水务集团公司
股权收益权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大冶市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重振：大冶地处湖北省，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41例，现已全
部清零，在后疫情时期的复工复产、重振经济进程中，是省内重要的有生力量。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湖北省更新全省市县
疫情风险等级 将大冶
市列入低风险地区发布全市范围安全

有序推进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事项通告
商贸流通企业复工 全市5000万以上重点

项目复工率100% 在
册员工上岗率100%

出台措施为企业提
供贴息支持 降免税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等积极的财政政策 全市708家“四上企

业”除受政策限制的7
家企业外 复工率
100% 返岗率90.3%

“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企业这四类企业的统称。



地域经济优势：项目所属区域为湖北省辖县级市大冶市，由黄石市代管，大冶市是黄石
市经济财政水平最高的地区，2020年全国百强县排名72位。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区域经济和财政实力较强：2019年黄石市实现GDP1767.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5亿元，其中税收收入83.65亿元，占

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0%，占比较高，财政收入质量较好。大冶市实现GDP680.7亿元，同比增长8.1%，总量居全市第一、全

省区县第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0亿元，居全市第一、全省区县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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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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4 623.64 680.6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3.73 45.01 43.02

综合财政实力（亿元） 85.14 95.54 96.92

地方债务余额（亿元） 55.46 58.87 66.54

地方债务限额（亿元） 56.63 60.18 69.52

负债率 9.39% 9.44% 9.77%

债务率 65.07% 50.68% 68.65%

 大冶是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88位、“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第52位。

 2019大冶市政府债务余额66.5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41.39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5.15亿元。大冶市政府债务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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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人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大冶市核心平台，重要的公共
事业运营主体，国有资本全资控股。

企业名称 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所有制类别 国有控股企业

成立时间 2003年10月29日

注册资本 31500万元

实收资本 26500万元

企业定位 名单内平台企业/现金流全覆盖，实控人为大冶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融资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大冶市政府国资委，为大冶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及旗下子公司从事大冶市基

础设施建设、自来水供应、公交运营、市政工程等公用事业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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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多支债券到期日在信托计划到期日之后，对信托计划的退出形成有力保障。

证券代码 名称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类型 规模（亿元） 余额（亿元） 债券评级

1380370.IB 13大冶城投债 2013/11/27 2020/11/27 一般企业债 10 2 AA+

1480095.IB 14大冶城投债 2014/3/3 2021/3/3 一般企业债 6 1.2 AA+

1680137.IB 16大冶城投01 2016/3/25 2023/3/28 一般企业债 12 7.2 AA

1680346.IB 16大冶城投02 2016/8/30 2023/8/31 一般企业债 10 6 AA

031800131.IB 18大冶城投PPN001 2018/3/12 2021/3/13 定向工具 5 5 -

1880263.IB 18大冶城投债 2018/11/30 2025/12/3 一般企业债 8 8 AAA

 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2020年8月21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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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亿元，其中多支债券到期日在信托计划到期日之后。

截止到2020年9月27日，融资人已发行债券的余额29.4亿元，债券兑付期限覆盖本信托计划期限的余额为21.2亿元，对本信托

计划的安全退出形成有力保障。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8.3 9.5 9.3

净利润（亿元） 3.4 1.75 0.56

总资产（亿元） 384.5 423.8 428.9

流动资产（亿元） 259.7 277.2 279.9

净资产（亿元） 231.7 249.4 249.9

资产负债率（%） 39.74% 41.15% 41.73%

资产实力优势：融资资产实力较强，负债率较低，融资渠道多元。

 资产实力强：截至2019年末，融资人总资产428.9亿元，以流动资产为主，为279.9亿元，主要由存货、应收类款项构成，

坏账可能性较低。

 负债率较低，融资渠道多元：负债率常年保持在40%左右，截至2020年3月30日，公司对外债务余额159.6亿元。银行贷款

86.7亿元，债券融资40亿元，信托融资11.6亿元。



14

资金用途：本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收购融资人持有的大冶市水务集团公司30%股权收
益权，对应注册资本12000万元，净资产4.65亿元。

企业名称 大冶市水务集团公司

股东 融资人全资控股

成立时间 1984年10月17日

注册资本 4亿元

实缴资本 4亿元

总资产 43.28亿元

净资产 15.5亿元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大冶水务为融资人全资控股子公司，大型国有供水企业，供水服务覆盖大冶市区和大部分乡镇，供水服务人口超过50万人。

 2020年3月31日大冶市水务集团公司单体财务报表为基准，公司总资产43.28亿元，净资产15.50亿元，按照净资产估值，

大冶水务30%股权价值为4.65亿元。



发证单位 文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大冶市发展和改革局 冶发改发[2015]168号 关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 2015年3月9日

大冶市发展和改革局 冶发改发[2015]198号 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5年6月5日

大冶市国土资源局 冶土资预审字[2015]14号 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2015年3月12日

大冶市环境保护局 冶环审字[2015]174号 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015年6月3日

大冶市规划局 鄂规选址420281201500018号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015年3月13日

大冶市规划局 鄂规选址420281201500019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15年6月8日

大冶市规划局 鄂规选址420281201500036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5年6月12日

大冶市建设局 42022120160323005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6年3月23日

02 交易主体及当地经济分析

资金用途：本信托计划资金最终用于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中的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及配套工程，证照齐全，自有资金投资超过25%，资金用途合规。
 大冶市城东北片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中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及配套工程，总长度约19公里，包括：管廊主体工程、排水工

程、绿化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通讯工程、给水工程、有线电视、治安监控及其他配套工程。

 综合管廊投资额约为64,794.28万元，项目目前已累计完成资本金投入17,024.57万元，均为自有资金，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为

26.27%，该项目资金缺口为47,769.71万元。



03 风控措施分析



03 保证措施分析-（一）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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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主体：涵盖产业投资、工程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是黄石大冶高新投技术产业

开发区(原“大冶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的重要主体。

企业名称 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所有制类别 国有控股企业

成立时间 1995年4月5日

法定代表人 尹义军

注册资本 56700万元

实缴资本 56700万元

企业定位

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主体
涵盖产业投资、工程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
保障房建设等。是黄石大冶高新投技术产业开
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的重要主体。

地位优势：保证人湖北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大冶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
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主体。



证券代码 名称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类型 规模（亿元） 余额（亿元） 债券评级

151668.SH 19冶投01 2019/11/11 2024/11/12 私募债 5 5 -

2080288.IB 20大冶高新绿色债 2020/9/23 2027/9/24 一般企业债 11 11 AAA

162848.SH 19冶投02 2019/12/26 2024/12/27 私募债 10 10 -

1980102.IB 19冶高投02 2019/3/29 2026/4/1 一般企业债 9.5 9.5 AA

19800839.IB 19冶高投01 2019/1/29 2026/1/30 一般企业债 4.5 4.5 AAA

资信优势：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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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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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风控措施分析-（一）保证担保

 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2020年7月31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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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亿元，所有债券到期日均在信托计划到期日之后。

截止到2020年9月27日，融资人已发行债券的余额40亿元，全部债券兑付期限覆盖本信托计划期限，对本信托计划的安全退

出形成有力保障。



03 风控措施分析-（一）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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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亿元） 7.6 6.67 7.80

净利润（亿元） 1.71 1.85 2.28

总资产（亿元） 96.82 140.43 171.64

流动资产（亿元） 92.02 123.52 148.25

净资产（亿元） 69.41 87.62 91.35

资产负债率 28.31% 37.60% 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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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总资产171.64亿元，营业收入7.8亿元，资产负债率仅46.77%。

 债务压力小：截至2019年12月20日，公司对外债务余额51.84亿元，截至2022年底到期的债务为10.14亿元，债务压力

较小。剩余担保合计21.18亿元。被担保对象为大冶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大冶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预

计代偿风险较小。



风控措施分析-（二）抵押担保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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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号 鄂（2020）大冶市不动产权第0001722号

宗地面积
宗 地 面 积 49773.44 平 方 米 、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11634.7平方米。

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文化娱乐、体育

建筑总面积 11634.7㎡

容积率 ≤2.8

权利其他情

况

建筑物：

1.游泳馆，2层，4076㎡，2015年建成；

2.综合体育馆，3层，7558㎡，2015年建成；

抵押物：提供大冶市宗地面积4.98万㎡的商服用地及地上附着物为股权收益权回购提
供抵押担保，抵押率低于65%。
 根据2020年7月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预评估报告书，评估值为3.1亿元。本次拟融资规模为2亿元，

折扣率为2亿/3.1亿≈64.52%。



04 项目亮点



项目亮点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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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融资人优质、保证措施充足、当地经济发展良好、财政实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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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冶市第一大平台

• AA评级的公募债发债主体

• 资产实力强，资信情况优

秀

• 黄石市财政水平最高地区

• 湖北省疫情后期复工复产

的重要有生力量。

• 公募债私募债发债主体

• 企业负债率低

• 信托存续期债务压力小

• 大冶市中心商服用地抵押

• 抵押率低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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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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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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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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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揭示及受托人介绍05

主 要 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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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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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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