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华融•森城鑫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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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亿元，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4、信托期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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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类信托收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每期募集完成之日起满 9 个月，规模 2000 万元，包括： 

J1 类，认购金额≥300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7.1】%； 

J2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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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万元，包括： 

K1 类，认购金额≥300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7.4】%； 

K2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L 类信托收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每期募集完成之日起满 18 个月，规模 6000 万元，包括： 

L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7.7】%； 

L2 类，认购金额≥300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8】%； 

L3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M 类信托收益权：预定期限为自每期募集完成之日起满 24 个月，规模不高于 2.4 亿元，

包括： 

M1 类，100 万元≤认购金额＜3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8.3】%； 

M2 类，300 万元≤认购金额＜800 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8.6】%； 

M3 类，认购金额≥800万元，投资者预期年化收益率【9】%； 

M4 类，定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7、收益分配：按每年 5 月 20 日、11 月 20 日分配收益，到期偿还剩余本金及相应收

益 

8、推介期：2020 年 4 月 16 日—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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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贸易业务采

购的流动资金需求 

10、还款来源：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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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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点区域住宅用地抵押，土地区位优势突出，利好因素众多 

本项目抵押物为青岛胶州市约 150 亩住宅用地，评估值 6.67 亿元，抵押率约 57%，2

年期到期抵押率约 36%，青岛胶州市是目前青岛住宅不限购的区域之一，本项目抵押地块

处于胶州市较热点区域、上合组织经贸示范区内，项目安全边际较高，保障性较强，同时利

好因素众多： 

1、青岛流亭机场整体搬迁至胶州胶东国际机场：新机场定位国际门户机场，最高等级

4F 的国际机场与北京首都机场同级，可起降空客 A380 等大型飞机。胶东国际机场目前已

基本完工，计划 2020 年实现转场，该机场距离青岛老市区直线 40 公里，距离胶州市仅 20

公里，辐射带动胶州区域发展； 

2、青岛大学胶州校区：该校区规划用地与本抵押地块仅一街之隔。青岛大学胶州校区

项目是青岛大学与胶州市政府签约共建项目，总占地 3200 余亩，目前项目总体规划和一批

土地单体规划已完成批前公示； 

3、胶州湾跨海大桥引桥：引桥将胶州市与已建成的胶州湾跨海大桥直线相接，已于 2020

年 3 月通车，自胶州至青岛市区的驾车时间将降至半小时以内。 

本地块区位优势突出，土地市场成交情况良好，资产变现流动性较强。同时，土地所属

项目公司 100%股权质押，并将抵押、质押、保证等增信措施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增加极端

情况下抵押资产处置时效性。 

 主板上市公司三木集团（股票代码：000632）提供担保 

本项目融资企业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三木集团参股的子公司，上市

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已对外公告。 

三木集团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三联投资持有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18.06%的股份。三

还本付息 

信托贷款 

分配信托本益 

信托资金 

华融信托 委托人 森城鑫、三木建发 

1、 青岛胶州 150 亩住宅土地抵押，评估值 6.67

亿元，抵押率 57%； 

2、 抵押土地所属项目公司 100%股权质押； 

3、 上市公司三木集团（000632）担保并公告； 

4、 上海铭俊博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5、 增信合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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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投资公司第一大股东为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6.20%，为三联投

资实际控制人。 

 风控措施完备 

（1）青岛森城鑫股东上市公司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32）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并对外公告； 

（2）青岛森城鑫大股东上海铭俊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位于胶州市产业园区约 10 万平米住宅用地土地抵押；项目期间，经华融信托评

估、审批同意，可以不低于此价值的其他抵押物进行置换； 

（4）上述地块的项目公司青岛隆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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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人及共同债务人为上市公司三木集团子公司，三木集团为国有背景老牌

上市公司，信用良好 

项目借款人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森城鑫”）为上市公司三木集团参股

子公司，项目共同债务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三木建发”）为上市公司三木

集团（股票代码：000632）控股子公司，借款人及共同债务人经营业务主要为进出口贸易、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木集团前身为成立于 1984 年 10 月的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主要在福

州范围内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业务。目前，三木集团是一家以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

开发（一级资质）为核心主业的上市公司。 

截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三木集团总市值 28.96 亿，其中三联投资持有公司 18.06%的

股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持有三联投资 46.20%股份。

近年来，公司被评为：“中国外贸进出口企业 500 强”、“福建省百强企业”、“福建纳税 300

强”、“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省最佳形象企业”等。截止 2019 年 9 月末，三木集团总资

产 83.4 亿元，净资产 16.9 亿元，2018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0 亿元。 

 

四、项目前期发行情况介绍           —————————— —— 

本项目第一期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第二期募集完成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合计

规模 3.2 亿元，并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全部提前偿清。项目运行期间内，企业按期偿付本

金利息，我司按期向投资者分配收益及本金，项目运行情况良好。2020 年 4 月 16 日，启

动本项目第三期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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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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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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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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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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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2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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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账  号： 3370 1010 0101 194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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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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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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