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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宁夏上陵集团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号推介书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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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万元，本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7,350 万元，以实际募集金额为

准 

4、信托期限：每期 24 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满 12 个月可提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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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信托受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本期募集完成日起满【6】个月，规模不低于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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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3】%； 

A2 类：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5】%； 

A3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B 类信托受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本期募集完成日起满【12】个月，规模不低于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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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8】%； 

B2 类：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0】%; 

B3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C 类信托受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本期募集完成日起满【18】个月，规模不低于 1,010 万

元，包括： 

C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2】%； 

C2 类：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5】%； 

C3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D 类信托受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本期募集完成日起满【24】个月，规模 4,190 万元，包

括： 

D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6】%； 

D2 类：300 万元≤认购金额＜8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8】%； 

D3 类：认购金额≥8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0】%； 

D4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7、收益分配：募集完成后每年的 2 月 5 日、5 月 5 日、8 月 5 日及 11 月 5 日分配收益，

到期偿还剩余本金及相应收益。 

8、推介期：2018 年 2 月 5 日—2018 年 3 月 5 日（根据推介情况，受托人可提前或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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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推介期）。 

9、资金运用：用于向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陵集团）发放信托贷款，

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补充上陵集团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营运资金

（不得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 

10、还款来源：上陵集团经营收入和再融资。 

11、交易结构与交易步骤： 

二、信托计划主要特点及风险控制措施—————————— —— 

 理财收益高，流动性强 

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能满足不同流动性偏好的投资者，并能有效防

范企业经营风险。 

 融资方上陵集团多板块综合经营，还款能力较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债

券评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融资方上陵集团主营现代牧业、品牌汽车经营、综合房地产开发三大支柱业务，兼营纸

浆进出口贸易、工程建筑等，已形成“主业突出、多元并举”的经营格局。上菱集团是宁夏

地区最早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 22 家，其中下属子公司上陵牧业是宁

夏地区最大的生鲜乳销售企业，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奶牛养殖技术居于宁夏地

区领先水平，拥有农业部挂牌的奶牛标准化示范场。目前，上陵牧业是新三板挂牌企业，目

前正在进行 IPO 准备工作，发展潜力较大，属于集团优质业务板块。 

2016 年上陵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2.78 亿元，综合毛利率 13.78%；2017 年 1-6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6.76 亿元。公司资产规模稳步增长，2016 年末资产总计 66.77 亿元，同比增长

22.35%；2017 年 6 月末资产总计 77.22 亿元，较年初增长 15.66%，负债率 52.59%。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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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陵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债券评级 AA。 

 风控措施完备 

（1）上陵集团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三位股东及配偶提供个人保证担保； 

（2）上陵集团下属 5 家重要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3）位于银川市区价值 4.67 亿的 145 套商业、办公、公寓现房房产抵押； 

（4）资金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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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陵集团起步于 1998 年，是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成长起来的一家多元化民营集团企

业，注册资本 9.6 亿元。公司是宁夏地区最早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

22 家，其中下属子公司上陵牧业是宁夏地区最大的生鲜乳销售企业，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公司奶牛养殖技术居于宁夏地区领先水平，拥有农业部挂牌的奶牛标准化示范场。

上陵牧业拥有 8 家牧场和 1 处草业基地，牧场占地面积达 3,885 亩，奶牛存栏量 19,701 

头，是蒙牛和伊利在宁夏地区的主要奶源供应商。上陵牧业是新三板挂牌企业，目前正在进

行 IPO 准备工作，发展潜力较大，属于集团优质业务板块。公司整车销售业务主要由旗下 3 

家 4S 店负责，销售的品牌有广汽传祺、广汽菲克和雷克萨斯，同时，公司拥有 1 家具有平

行进口汽车资质的子公司，进行平行进口汽车的进口与内销。 

2016 年上陵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2.78 亿元，综合毛利率 13.78%；2017 年 1-6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6.76 亿元。公司资产规模稳步增长，2 016 年末资产总计 66.77 亿元，同比增长

22.35%；2017 年 6 月末资产总计 77.22 亿元，较年初增长 15.66%，负债率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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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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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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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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C 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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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苑路支行  

账  号：      9919 0000 7210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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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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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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