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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信托计划方案介绍



信托计划简介1

融资人 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寿光惠农”，主体评级AA+，2020年获批6亿绿色债
券）

保证人 保证人：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寿光金财”，主体评级AA ）。

融资规模 不超过2.5亿元

委托人预期收益率 100万元-300万元 -1000万元：7.7%-7.9%-协议/年 (税后) 

信托期限 24个月

资金用途 向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用于山东省寿光市东部蔬菜大棚项目的建设。

保障措施
1、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提供保证担保。
2、寿光当地销售不低 1000 万，其中，借款人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或关联公司认购
200 万。



02  区域分析



区域分析1

区域优势

1、2019年年末寿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8.11亿元，在潍
坊各区县中排名第二。
2、2019年中国百强县排行榜第54位。
3、2019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4.4亿元，在潍坊各区
县中排名第一
2017-2019 年寿光市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 90.31 亿元、
93.48 亿元和 94.41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
比重分别为 77.34%、74.58% 和 72.47%，占比保持在较
高水平，公共财政收入质量较好 ；
2017-2019 年寿光市财政自给率分别为 94.61%、94.14% 
和 93.23%，财政自给程度较高 。

寿光市，山东省潍坊市县级市，是国家确定最大的
蔬菜、 粮食、果品等产品生产基地；全国三大重点
盐业产区之一和重要的盐化工基地。寿光市是著名
的“中国蔬菜之乡”，蔬菜产业驰名中外，全市蔬
菜生产基地发展到 60 万亩, 累计 586 个品种获得“三
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成功发布了“中国·寿光蔬菜
指数”，连续成功举办二十届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03  融资人情况介绍



p 公司简介：
创建于2010年12月10日，寿光市财政局出资160000万
元，持股比例为95.61%；潍坊市高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7053万元，持股比例为4.21%，潍坊市保障性住房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95.37万元，持股比例为0.18% 。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AA+，为寿光市唯一一家主体评级AA+
的国有企业。寿光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主体，主营
业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代建业务、棚改代建业务和租赁业
务。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寿光市财政局。

p 经营状况：
1. 2017-2019 年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 343,402.77 万元、 332,389.28 万元和
365,302.1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1,205.15 万元、 32,109.82 万元和 38,742.40 万元。
2. 2017-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189.45亿元、274.22亿元和370.17 亿元，资产规模稳
步增加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58%、51.97%和 57.10%，整体资产负债率处于行业正常水平 。

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名称 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寿光市商务小区 5 号楼 A 座206室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10日

法定代表人 李彩霞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707835667213090 

注册/实收资本 167348.37 万元

经营范围

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城乡基础设施、新农村、小城镇建设
项目进行投资(不得经 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
资、融资等相关业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房地产开
发及房屋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概况1



04   担保人-寿光金财公
司情况介绍



公司概况1

p 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 25 日 ，是寿光市政府负责基础
设施建设和土地转让等相关业务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对
寿光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管理和建设，营业收入
来源于工程回购收入、土地转让和租赁等业务。大公国际
对公司主体的信用评级为AA。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寿光市
财政局。

p 经营状况：
1. 2017-2019 年度，公司的营业利润分别为 12,233.06 万元、 9,611.42 
万元和 9,687.74 万元，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 12,233.05 万元、
9,611.42 万元和 9,552.66 万元。近年来，公司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相对平
稳。
2. 2017-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196.40亿元、180.75亿元和
189.21亿元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4.50%、42.43%和 47.51%，整体资产
负债率较低。

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名称 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寿光市商务小区 5 号楼A座

成立时间 2003年8月25日

法定代表人 张贤华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707837535259606  

注册/实收资本 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不得经
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建
设项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土
地整理、开发;上述相关业务的信息咨询服务;承揽:水
利工程、温室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05  用款项目分析



用款项目分析1

寿光市东部蔬菜大棚项目：
项目总用地面积 12111.13 亩，总建筑面积 7234911.03 平方米。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蔬菜大棚及

智能温室建设、蔬菜大棚收购及改造、机耕道路工程、电力设施及供水设施等附属设施建设。该项目建成
后，年产蔬菜 86168 吨，种苗 12608 万株，可实现营业收入 42539.62 万元。

根据借款人提供的可研报告，东部蔬菜大棚项目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一、营业收入 425396.2 

减:成本费用 280962.9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85.7 

增值税 43856.99 

二、利润总额 96190.63 

三、所得税 0 

四、税后利润 96190.63 

项目 预计投入金额(万元) 

一、建设投资 104192.58 

其中:建筑工程费 68134.02 

设备购置费 24730.94 

安装费 2714 

其他费用 3381.98 

预备费 5231.64 

二、铺底流动资金 3363.24 

三、财务费用 4444.18 

合计 112000 

该项目自有资金投入 2.24 亿元，其他资金 8.96 亿元通过社会化融资解决。
综上所述，用款项目及自有资金投入符合相应规定，项目立项及建设已获得相关管理部门审批。项目

模式为寿光当地成熟模式，盈利情况良好且稳定。



06  总结



总结

1、所在区域经济发展较好
寿光市2019年GDP为768.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4.4亿元，2019 全国百强县排名中寿光市排名第54位，
寿光市经济发达，城市实力较强 。

2、交易对手实力雄厚
借款人寿光市惠农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寿光市平台公司，是寿光市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有
资产运营主体。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借款人主体长期信用评级评定为AA+，为寿光市评级最高
的平台公司， 2020年初成功获批6亿绿色债券，借款人实力较强。

保证人寿光市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大公国际对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AA，负债率低，保证人实力较强。

3、用款项目前景好
规模不超过2.5亿元，用于寿光市东部蔬菜大棚项目，项目合法合规，蔬菜行业是寿光市的特色产业，也是国
家支持的产业， 其预期未来盈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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