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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安居一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第一期) 

一、信托计划概况—————————————————————— 

1、受托机构：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产品类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信托规模：人民币 5 亿元，本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5 亿元，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4、信托期限：12 个月 

5、投资门槛：人民币 100 万元，并按 10 万元的整数倍增加 

6、预计投资收益： 

A 类信托收益权：预定期限为自首期募集完成之日起满 6 个月，规模 1550 万元，包括： 

A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6】%； 

A2 类，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6.2】%； 

A3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B 类信托收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每期募集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规模 48,450 万元，包括： 

B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6.5】%； 

B2 类，300 万元≤认购金额＜8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6.7】%； 

B3 类，认购金额≥8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6.9】%； 

B4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7、收益分配：按年分配收益，到期偿还剩余本金及相应收益。 

8、推介期：2017 年 6 月 1 日—6 月 30 日（根据推介情况，受托人可提前或延后该推介

期）。 

9、资金运用：其中 1.9046 亿元信托资金受让世茂投资所持有的兆隆地产 50%股权，股

权转让款用于世茂集团统一资金调配。1.099 亿元用于兆隆地产开发的棋盘山“世茂诺丁山”

项目 C 地块（一期）支付工程款，1.9964 亿元用于偿还兆隆地产股东借款。 

10、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为世茂沈阳棋盘山项目 C 地块（一、二期）和 B 地块的销售

回款，第二还款来源为世茂集团统一资金调配。 

11、交易结构与交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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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托计划主要特点及风险控制措施—————————— —— 

 理财收益高 

本信托计划产品投资者预期收益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投资期限灵活，能满足投资者

流动性偏好，并能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 

 融资方所属集团实力雄厚，房地产开发经验丰富，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之一 

沈阳兆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隆地产”）成立于 2007 年，主要开发

沈阳市棋盘山“世茂诺丁山”项目。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已售面积 51406 平米，销售

总价为 49790 万元。截至 2016 年 09 月，兆隆地产资产总计 16.47 亿元，负债总计为

9.53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7.89%。2015 年营业收入 18572.71 万元。 

本次用款项目棋盘山“世茂诺丁山”项目位于沈阳东北部的东陵区棋盘山地区满堂

街道上水村，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包括棋盘山风景区、东陵公园和沈阳世博园等。交通

便利，东面为沈棋路、南面为沈通路、北面为沈吉路，目前有两条从市中心到棋盘山风

景区的公共交通线路途径本项目，处于沈阳半小时生活圈内。C 地块（一期）计划总

投 8.866 亿，其中销售回款投入 4.96 亿，自有资金 2.807 亿，尚有资金缺口 1.099 亿。

一期业态为双拼、联排、叠拼，共 113 栋，目前已建成会所及 103 栋住宅，建设面积

7.1 万平米部分交楼，其他正在施工中，其余 9 栋叠拼和 1 栋设备用房建筑面积共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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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米，正在施工中，预计 2017 年 12 月竣工。一期已取得 105 栋，8.4 万平预售证；

C 地块（二期）计划总投 5.43 亿，已投 89%，业态为联排、叠拼、小高，进度为 8 栋

0.63 万平联排主体封顶，0.85 万平叠拼封顶，其余 5.75 万平叠拼施工中，预计 2018

年 12 月竣工；B 地块计划总投 12.83 亿，已投 47%，B 地块业态为联排，共 113 栋，

其中 20 栋封顶，其余在 2017 年开始施工。 

兆隆地产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隶属于世

茂集团。世茂集团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国际化企业集群。现已经发展成为以“世茂房

地产(0813.HK)” 及“世茂股份(600823.SH)”两家控股上市公司为核心的大型企业集

团。世茂集团备建项目超过百万平方米，有多年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世茂房地产

是国内较早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近年来累积了十分丰富的房地产开发运营经验，已

成为国内领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世茂房地产近年签约销售金额与销售面积呈现上

升态势，2016 年世茂房地合同销售金额为 681.1 亿元，位居第十六名。截至 2016 年

12 月，世茂房地产资产总计为 2,619.03 亿元，负债总计为 1,736.86 亿元，资产负债

率为 66.32%。营业收入 592.86 亿元。 

 本信托担保方实力较强，主体评级为 AA+级 

本信托担保方为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下称“世茂建设”），2001 年 3 月 16 日

成立，承担世茂房地产在境内投资平台、资金平台及管理平台等重要战略职能，世茂建

设主要为世茂体系下的对外投资公司。截至目前，世茂建设对外投资公司达到 33 家，

投资总额约 94.8 亿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世茂建设资产总计为 1429.59 亿元，负债

总计 858.19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0.03%。营业收入 391.15 亿元。 

此外，截至本信托发行日，世茂建设共发行债券 74 亿元，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

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风控措施完备 

1、抵押物：融资方为 3.0954 亿元委托贷款部分足值提供抵押物。抵押物为位于大连

金州的净地。该部分抵押物可由双方签订抵押合同进行排他约束，但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我司和抵押物权属公司对该抵押物土地使用权证进行共管； 

2、股权回购：信托资金到期后，世茂投资行使对华融信托所持项目公司股权的回购权； 

保证担保：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分别为 1.9046 亿元股权回购和 3.0954 亿元债权偿还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担保：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分别为 1.9046 亿元股权回购和 3.0954 亿元债权

偿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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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偿承诺函：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为 1.9046 亿元股权回购和 3.0954 亿元

债权偿还提供代偿承诺函，承诺对前述股权回购和债权偿还项下应付未付款项承担差额补

足义务； 

5、除本项目中用于偿还股东借款部分外，兆隆地产的股东世茂投资及其关联方承诺其

对兆隆地产的借款在信托期间不得退出； 

6、资金监管：对本信托计划资金使用进行监管和风险控制，资金回笼方面融资方定期

向我司披露银行流水。 

 

三、借款人情况介绍—————————————              — 

沈阳兆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3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房屋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 

兆隆地产为 2007 成立的项目公司，主要用于开发沈阳市棋盘山“世茂诺丁山”项目。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已售面积 51406 平米，销售总价为 49790 万元。截至 2016 年 09 月，

兆隆地产资产总计 16.47 亿元，负债总计为 9.53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7.89%。2015 年营

业收入 18572.71 万元。 

四、受托人情况介绍———————                ——————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在重组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基础上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设立，注册

资本金 23.69 亿元。借助其控股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络优势及客户资

源，秉持依法稳健的经营理念和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华融信托业务经营已扩展至全国。自

重组以来，华融信托盈利指标优势明显，信托业务开展情况与其他信托公司相比也成效显著，

经济效益与盈利能力均名列前茅。 

五、信托产品的认购及相关服务————————————————

1、信托理财产品查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更为详细的产品信息： 

致电华融信托理财热线：400-610-9969（全国） 

登录华融信托网站：www.huarongtrust.com.cn 

2、信托产品购买 

第一步：客户电话预约信托理财产品。预约产品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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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客户在收到华融信托缴款通知后，将产品购买资金划至该项目的信托专户。 

 
 
 
 
 
 
 

第三步：前往华融信托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A 座 7 层）办理产品签约手续。办理签约手续时，投资人需持以下有效证件： 

（1）投资人为自然人的，需持投资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

护照、公安机关证明等）。 

（2）投资人为机构的，需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原件

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委托人应仔细阅读信托文件，认真填写《资金信托合同》应填事项，保证所填内容真实、

准确，并签署《资金信托合同》、《风险申明书》。 

投资人需明确信托收益划付账户，该账户在本信托财产最终分配前不得变更、取消。受

益人为自然人的，需办理银行卡或提供卡号/账号作为信托收益划付账户；受益人为机构的，

需提供受益人的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 

3、产品信息披露 

本信托计划成立时，投资人可以通过华融信托网站（www.huarongtrust.com.cn）或

与销售人员沟通的其它途径及时了解到产品成立信息。 

本信托计划实施期间，华融信托将按季度制作《信托项目季度管理报告》，信托计划成

立日起每季度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在公司网站或其他有效途径进行披露。 

4、项目联系人 

每一信托产品设有专门的产品经理，您可随时了解产品情况。 

信托理财热线：400-610-9969（全国）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根

据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信托计

划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

时，由投资者自担。请投资者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账户名称：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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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要说明，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

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

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