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信托•江苏阜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概要

信托规模 2.4 亿 托管银行 兴业银行

信托期限 24 个月 收益分配 半年付息（6 月 20 日，12 月 20 日）

预期收益率 100-300 万：7.1%；300-1000 万：7.3%；1000 万（含）以上：协商

资金用途 江苏开源新能源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和开发区高新园区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建设。

还款来源

第一还款来源：发行人开源投资的经营性收入（2019 年年营收 2.37 亿）；

第二还款来源：担保人阜宁城投的经营性收入（2019 年年营收 13.57 亿）；

第三还款来源：担保人江苏海鑫的经营收入（2019 年年营收 4.65 亿）；

第四还款来源：处置抵押物收益（评估价值 3.4335 亿元）。

项目亮点

稀缺江苏政信！优质住宅土地抵押 69.8%！覆盖当地前三大平台，均为 AA 发债主体！

1. 6.98 折超优质住宅土地抵押：本项目抵押物为 2 块纯住宅土地（评估价值 3.4335 亿元），权

属明晰，第一顺位抵押给信托公司，抵押率 69.8%！

2. 信托计划覆盖阜宁全部三大平台，均为 AA 发债主体，且债券到期日均在本信托计划之后。

（1）AA 发行人，综合实力强：江苏开源投资集团，是阜宁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

主体，100%国资控股，总资产 113.3 亿，AA 公开发债主体，存续公司债 15 亿，到期日为 2024 年

（2）AA 强担保（一）：阜宁城投（AA 评级，发债主体），阜宁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

主体，截至 2019 年底，资产总额 201.53 亿元，目前公开发行债券存续金额 12.8 亿元。

（3）AA 强担保（二）：江苏海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AA 主体，注册资本 16 亿，100%国

资控股。截至 2019 年底，总资产 74.81 亿元，净资产 37.14 亿元。是阜宁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主体。



3. 用款项目十分优质-民生工程：江苏开源新能源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和开发区高新园区污水处理厂

及管网建设项目的建设，新能源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经营收入 5.7 亿元。污水处理厂及管

网建设项目的建设是重大民生工程，政府支持力度大。

4. 融资区域实力强，政府收入来源稳定。阜宁县属江苏省盐城市所辖县之一，地处江淮平原中部和

江苏省沿海中部，2019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55.06 亿元，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7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21.6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8.27%；上级补助收入 43.06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40 亿元。

交易结构



风控措施

1.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海鑫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在投资标的项下的本息兑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抵押担保：江苏海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3.4335

亿元）为发行人在投资标的项下的本息兑付义务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介绍

担保人江苏海鑫为本次投资标的提供了土地抵押，评估价值 3.4335 亿元；本金抵

押率不超过 69.9%。

1、抵押物持有公司情况

抵押物地块一（阜国用(2013)第 006892 号）和抵押物地块二（阜国用(2014)第

005543 号）持有人均为担保人江苏海鑫；

2、抵押物情况

该两块土地地理位置相近，位于阜宁县城南，富士康大道和苏州路交界处，临近

G204 国道与金沙湖旅游区，周边住宅较多，处于必余社区和桃园社区的中心位置，整

体地势平坦。

本抵押物为住宅用地，权属明晰，无历史遗留问题。抵押人以足额土地抵押给信

托公司，信托公司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

江苏开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0 日，注册资本 11.1 亿元，控

股股东为阜宁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股 100%），主要根据当地中

长期规划、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市场需求，负责阜宁县内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和经营，



发行人介绍

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及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和经营。从发行人 2019

年营业收入构成看，委托代建和租赁收入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约占比 98.97%。

发行人作为阜宁县内城市基础设施委托代建的主体，按开发区管委会对开发区建设计

划承接项目，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

截至 2019 年底，资产总额 113.31 亿元，负债总额 43.79 亿元，所有者权益

69.52 亿元，资产负债率 38.65%。2019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37 亿元，净利

润 1.57 亿元。

2017 年 8 月 3 日发行公司债券（简称“17 江苏开投债/17 开投债”），发行

金额 15 亿元，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3 日。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2017 年江苏开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

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江苏开源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担保方介绍

担保方(一)：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6 日，注

册资本 6.5 亿元，实控人为阜宁县国资办。阜宁城投为阜宁县市政工程建设的主要实

施主体，具体主要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城市存量土地开发经营、保障

性住房开发建设等工作，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 亿元，其中安置房代建业务实现

收入 8.48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2.81%。

截至 2019 年底，担保人资产总额 201.53 亿元，负债总额 132.24 亿元，所有

者权益 69.29 亿元，总资产负债率 65.61%。2019 年担保人实现营业收入 13.57 亿

元，净利润 0.76 亿元。

担保人（二）：江苏海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注

册资本 161637.15 万元，由阜宁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全资控

股。截至 2019 年底，公司总资产 74.81 亿元，净资产 37.14 亿元，总负债 37.67



亿元， 资产负债率 50.35%。担保人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65 亿元，其中收入占

比较大的为工程建设收入，为 3.08 亿元，净利润 1.50 亿元。担保人 2017 年～2019

年经营净现金流分别为 0.19 亿元、-4.33 亿元、2.13 亿元。该担保方未公开发债，

资产实力尚可， 具备一定的担保能力。

阜宁县介绍

盐城市位于江苏省苏北平原中部，江苏省沿海地区中部，长三角辐射范围内，东

临黄海，南与南通市接壤，西、西南与扬州市、泰州市为邻，北与连云港市相连。盐

城市总面积 1.69 万平方公里，市区规划面积 1,862 平方公里，下设 2 行政区和 2 个

功能区，分别是盐都区、亭湖区、盐城市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城南新区，下辖 2 个代

管县级市及 5 个代管县， 是江苏省面积第一、人口第二的城市。2019 年，盐城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5702.3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5.1%，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83 亿元。

阜宁县属江苏省盐城市所辖县之一。地处江淮平原中部和江苏省沿海中部，县域

面积 1439 平方公里，辖建制镇 13 个、街道办事处 4 个，以及省级阜宁经济开发区、

高新区、 金沙湖旅游度假区、现代服务业园区。2019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55.0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6%。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65.6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34.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54.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按全县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67264

元，比上年增长 5.0%。

阜宁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发展较为稳定，2019 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7.7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21.6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8.27%；上

级补助收入 43.06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40 亿元。财政支出方面，2019 年，阜宁县

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8.79 亿元，同比增长 2.6%；政府性基金支出 40.09 亿元，



同比增长 34.58%。

信托公司介

绍

XX 信托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1 月，是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金融机构。2004 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迁址北京并于 2007 年“新两规”出台后首批获得重新登记，取得了监

管机构换发的新“金融机构许可证”更名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

为 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诚信敬业、专业稳健、创新共赢”的经营方针，积极按照

监管要求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金融功能，立足信托主业，多种业务有机结

合，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同时探索创新业务。在发展中逐步建立完善风险管控体系，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发展成为风险可控、守法合规、创新不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

代信托机构以服务投资者，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同时，公司将充分发挥信托

特有功能和制度优势，广泛探索运用公益信托模式，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模式创

新，促进扶贫、教育、文化、科技及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2006 年 8 月，公司荣获“2006 年度第四届中国信托行业客户满意最具影响力品

牌”奖；此后，公司凭借“稳盈宝 1 号”、“天房瑞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分别获得

《上海证券报》主办的“诚信托”第二届（2007 年度）、第八届（2013 年度）“最

佳信托产品奖”和“价值信托产品奖”；同时，公司 2007 年在中国品牌影响力高峰论

坛年会中荣获“中国信托行业最具竞争力品牌”奖；“国民信托”品牌还获得了

2008-2009 年度中国信托行业十大诚信品牌；2013 年度公司因在北京市西城区域经

济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得到了西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免责声明：本材料仅作推介之用，不构成对客户的要约，各项条款最终以法律文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