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企信托

190号江苏盐城政信



投资者注意事项

1、本文件信息仅作推介之用，具体条款请以《信托合同》、
《信托风险申明书》和《信托计划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2、本材料中关于“投资收益”、“基准收益”、“业绩比较基准” 
等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受托人保证各类信托委托人取得相应数额的 
投资收益，亦不意味着受托人保证信托财产不受损失；

3、本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托财产独立性 
风险、管理风险等，具体请以《信托合同》、《信托风险申明书》
和《信托计划说明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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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要素
PART ONE



产品要素表

产品名称 央企信托-190江苏盐城政信

发行规模 2亿

初始投资期限 24个月

预期年化业绩

比较基准
 

收益分配方

100万及以上: 7.2%

式 顺延年度付息

资金用途 向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永续债权式权益性投资，投资资金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融资人 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AA，实控人为盐城市人民ZF，公募债发债主体）

担保人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AA+，实控人为盐城市人民ZF，公募债发债主体）

风控措施 保证人海瀛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交易结构图



区域简介
PART TWO



区域介绍-盐城市

盐城，江苏省下辖地级市，是沪、宁、徐三大区域中

心城市300千米辐射半径的交会点，是三沿战略及“海

上苏东”发展战略实施的核心地区，是“京沪东线”的

重要节点，是国家沿海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两大战略的

交汇点，百强城市第33名。

盐城交通优势明显，基本形成高速公路、铁路、

航空、海运、内河航运五位一体的立体化交通运输

网络。拥有南洋国际机场和盐城港大丰港区、滨海

港区，是同时拥有空港、海港两个一类开放口岸的

地级市。



区域介绍-盐城市
盐城下辖3区5县1市，面积1.69万平方千米（江苏省第一），户籍人口826.15万

人（江苏省第二）。2021 年，盐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617.39 亿元，按可比

价计算，同比增长 7.7%，经济总量在江苏全省排名第 8 位。

2021年，盐城市一般预算收入为451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税收收入339.2

亿元，同比增长12.9%，占一般预算收入75.21%，财政收入质量较高，财政质量好。



区域介绍-盐城市亭湖区

亭湖区原名为盐城市城区，于2003年更为现名，是盐城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是盐城市中心城区，数千年也一直为盐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盐城

建城以来，其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文化水平、消费水平和交

通通达度均居盐城市各县市区首位。

亭湖区交通便利，新长铁路纵贯全区，北接陇海线，南连沪宁、宣杭线，盐城

火车客运站、货运站均坐落其中。

2019-2021年亭湖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1.7
亿元、561.36亿元和623.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分别增长5.6%、5.58%和9.2%，增速较快。

2021年亭湖区完成公共预算收入45亿元，近三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增长，主要仍以税收收入为主，
2021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42%。

截至2021年末，亭湖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81.58
亿元， 与上年保持稳定，债务率及负债率分别为
89.55%和13.08%，均处于警戒线水平以下。



交易对手简介
PART THREE



当地主要平台

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注册资本 主体评级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人民政府 盐城市人民政府 500,000万元 AA+，公募债发
债主体

盐城兴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 200,000万元 AA，私募债

盐城市亭湖城市资产投资实
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亭湖区公有资产投资
经营公司 盐城市城区财政局 100,000万元 AA，私募债发债

主体

盐城市亭湖区公有资产投资
经营公司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 300,000万元 AA，公募债发债

主体

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人民政府 300,000万元 AA，公募债发债
主体



基本信息：嘉亭实业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300000万元人民币，出

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盐城市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融资人是亭湖经济开发区主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重

点项目的投融资及运营主体，主要职能是从事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及工业园区的投融资及运营。

财务情况： 融资人2022年6月末总资产达到121.71亿元，最近两

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分别为52,576.64万元、52,960.92万元和

702.80万元。最近两年，融资人委托代建业务收入分别为

47,700.65万元和47,667.42万元，占比分别为90.73%和90.00%，

为融资人目前最大的营业收入来源。

融资方-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000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300,000万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2011年9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02582254659W

住所（注册地） 盐城市建军东路180号招商服务中心B幢201室
（18）

邮政编码 224002

所属行业 综合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市政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
融资、运营、管理；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和国有
股权的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土地开发及综合
整治；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物业服务；
城市垃圾清扫服务；城市水域垃圾清除服务；城
镇体系规划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管道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消防
器材销售、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通
用设备、建材、电子产品、五金产品（除电动三
轮车）、日用品销售；房屋拆除（除爆破拆除）
服务；场地平整；自有房屋租赁。（上述项目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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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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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务到期情况来看，公司有息负债近

三年分别占比18.02%、46.66%、

27.26%，2023年到期最为集中。本信

托计划预计到期为2024年，为公司到期

金额较低的年份，偿债压力较小，风险

较低。

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

融资方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01 02 03
从融资渠道来看，公司融资渠

道丰富，主要有行借款、信托

融资、债券、融资租赁，合计

占总融资额96.27%，融资渠道

多元化，且融资渠道通畅。

融资方-江苏嘉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 信托 债券 融资租赁 其他 合计

金额 67,200.00 89,870.00 86,500.00 53,459.84 11,500.00 308,529.84 

占比 21.78% 29.13% 28.04% 17.33% 3.73% 100.00%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及以
后 合计

金额 55,611.35 143,966.34 84,109.00 6,943.16 17,900.00 308,529.84

占比 18.02% 46.66% 27.26% 2.25% 5.80% 100.00%



基本信息：担保人于2012年6月15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盐城市人民政府，公募债发债主体。

主营业务：瀛集团作为盐城市亭湖区重要的国有企业之一，主营业

务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电力设备加工制造业务、

商品销售业务、工程施工。作为盐城市主要的平台公司，具有较强

的区域垄断性。 

财务情况：近三年，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3,305,948.69 万元、

4,437,802.31万元、5,155,029.83万元，资产总额呈增长态势。    

最近三年，公司的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287,495.90万元、     

286,621.60万元和279,201.03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0,835.68万元、33,261.01万元和46,033.67万元，具备较强的

盈利能力。

担保人简介-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盐城市亭湖区环保科技城蓝宝路199号A幢9楼

法定代表人 周晓冬 成立时间 2012-06-15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 91320900598565179K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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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土地整
治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股权投资；创业空间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私募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类型 法人机构

注册资本 50亿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盐城市人民政府 50,000.00 100%



 融资渠道：公司的融资渠道广泛（各融资渠道的金额和占比详见
下表）。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债券、银行、
信托和融资租赁，分别占比36.13%、23.53%、18.21%和
12.97%。

 从债务到期分布来看：从债务到期分布来看，按照截至2022年6
月末债务余额，2022至2025年及以后到期债务金额分别为
40.64亿元、101.53亿元、9.94亿元和118.13亿元，最近3年到
期较平均，本项目预计到期日为2024年，偿债压力不大。

担保人简介-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2022年7月出具
的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融资渠道 金额（元） 占比

债券 9,765,178,000.00 36.13%
银行 6,360,000,000.00 23.53%
信托 4,920,160,000.00 18.21%

融资租赁 3,505,163,635.48 12.97%
其他 2,474,817,910.00 9.16%
总计 27,025,319,545.48 100.00%

到期时间 到期金额 占比

2022年末 4,064,707,910.00 15.04%

2023年末 10,153,028,667.63 37.57%

2024年末 994,330,000.00 3.68%

2025年及以后 11,813,252,967.85 43.71%



谢 谢 观 看
T H A N K S  F O R  Y O U  W A T C H I 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