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苏信理财·瑞城 C1713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推介资料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理财产品之
苏信理财·瑞城 C1713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三期推介资料
信托计划概要
信托计划名称

苏信理财·瑞城 C1713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规模

不超过 5 亿元，可分期发行，三期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不超过 1.5618 亿元

信托计划期限

总期限为 24 个月，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或延期终止

信托资金运用

向泰兴市和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福置业”
）分期发放项目贷款，用于泰兴汇福苑项目的开
发建设

信托收益主要来源

和福置业支付的贷款利息收入

受益人预期收益

信托利益分配

受益人类型

期限

认购规模

预期年化收益率

3-B1 类

18 个月

300 万元以下

6.3%

3-B2 类

18 个月

300 万元（含）以上-600 万元以下

6.5%

3-B3 类

18 个月

600 万元（含）以上-1000 万元以下

6.7%

3-B4 类

18 个月

1000 万元（含）以上

6.9%

信托计划成立每满一年分配一次，信托终止清算分配
备注：信托计划期满 6 个月之后，借款人可提前归还部分信托贷款本金；信托计划期满 12 个月之日，
借款人需累计归还 40%信托贷款本金，利随本清

信托计划推介期

2017 年 10 月

信托资金投资运用
信托计划资金以受托人的名义用于向和福置业分期发放项目贷款，用于泰兴汇福苑项目的开发建设。

项目风险防范措施
1、和福置业以其合法拥有的泰兴市根思路北侧、拱极路西侧【不动产权证编号：苏（2017）泰兴市不动产权第 001619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2、江苏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
，按其出资比例为和福置业的贷款本息偿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承诺函，为和福置业的贷款本息偿付义务提供保证。

借款人简介
泰兴市和福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5 月 04 日，注册资本金为 2000 万元，由上海融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江苏和
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51%和 49%组建成立，注册资本金已全部到位。注册地址：泰兴市河失镇新华南路 89 号，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系专为开发泰兴汇福苑项目而成立的公司。
截至 2017 年 5 月，公司总资产 3.14 亿元，总负债 2.94 亿元。

担保方——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集团”
）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31 日，原名天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由天津顺驰发
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初始注册资本为 2 亿元，其中天津顺驰和天津市政各持股 50%。2015 年 10 月，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更名为现名。
经过多轮增资和股权变更，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00 亿元，实收资本 70 亿元，融创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融创中国”
）通过天津融创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7.8%公司股份）
、天津启威汇金不动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 14.41%公司股份）
、天津盈资汇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4.03%公司股份）
、天津鼎晟聚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 18.3%公司股份）
、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5.07%公司股份）
、天津卓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39%公司
股份）持有公司 100%股权。由于孙宏斌先生通过融创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BVI）持有融创中国 46.76%的股权，故公司的最
终实际控制人为孙宏斌先生。
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的开发与销售，公司具有房地产一级资质，主要从事精品住宅的开发，产品业态除了住宅外还包括
附属及配套商业等，系融创系在境内的最主要运营载体。目前，公司已进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等核心一、二线城
市，累计开发物业建筑面积超过 1608 万平方米。融创集团为 2015 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 10 强，2016 年中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综合实力第七名，外部评级 AAA。
截至 2016 年 12 月，公司总资产 2669.63 亿元，总负债 2314.97 亿元。

担保方——江苏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资料仅作为推介之用，不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详情请参阅本信托计划的资金信托合同、信托计划书说
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和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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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和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和福房产”
）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注册地址：泰兴市江
平中路 8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至 2030 年 2 月 23 日。公司法人代表刘和生。拥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资
质证书编号：泰州 KF09091）
。公司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各类中、高级技术人员和多支专业建筑施工队伍，技术力量雄厚，具
备多种类物业综合开发的能力。
公司集十五年房地产开发经验，不断总结，勇于创新，连续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坚持以商品房开发为主，适度发展经营
性物业，涵盖中高端住宅、公寓、别墅、商业等多种物业形态。现已成功开发了丰苑小区、幸福家园、福星佳苑、福人居、吟
福花苑、和福花苑、和福•香景苑、和福•襟江豪景苑、和福•溪枫苑等优质楼盘，累计开发总量约 56 万平方米。多次被授予“泰
兴市优秀企业”
、
“年度优秀楼盘”等荣誉称号。
截至 2017 年 5 月，该公司总资产 5.03 亿元，本年实现房地产经营收入 10.71 亿元，实现净利润 1.21 亿元。

用款项目介绍
泰兴汇福苑项目，位于泰兴市泰兴镇，属于城市的市区范围，西至江平路，东至拱极路，南至根思路，距离传统成熟核心
仅 0.8KM。总用地面积：68120 ㎡，建筑用地面积：61166 ㎡，容积率：>1.0 且<2.0，建筑密度：<28%，绿地率：>30%，限高：
≤80 米（建筑最高高度）
。总建筑面积：153280 ㎡；地面建筑面积：131655 ㎡，其中计容面积 122190 ㎡；地下建筑面积（不
计容）
：21625 ㎡。共建设 7 栋洋房、7 栋高层、2 栋安置房及 4 栋商业。项目总投 8.46 亿元。本项目 2017 年 4 月 30 日正式开
工建设，预计 2017 年 9 月开始开盘，2017 年 12 月主体结构封顶，2018 年 11 月全部工程竣工验收。

投资风险分析
受托人承诺管理信托财产时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但在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各种风险，包括法律和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担保风险、信托计划提前或延期终止风险、管理风险和
其他风险。针对上述风险，信托计划拟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应对措施：
1、受托人将谨慎分析、研究各期拟投资项目，审慎选择投资标的，并严格按照内部决策审批流程对信托计划的投资运用进
行监控。
2、信托募集资金由保管银行保管，以相关担保手续办理完毕作为受托人放款的前提条件。
3、信托计划引入商业银行作为信托计划资金的保管机构，确保信托计划资金按照信托计划文件的要求进行运用。
4、受托人组建管理团队进行项目后续管理，发挥专业管理优势，保证信托计划资金封闭运作，保障受益人利益最大化。
5、信托计划设立受益人大会制度，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利。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管理过程中，严格遵守本信托合同的规定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障受益人的权益。
尽管受托人已采取了以上有效风险控制措施，但并不保证以上措施可以覆盖本信托业务中所有风险。

产品特点
合法设立：苏州信托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法经营信托投资产品的特许经营机构；本信托产品是依法设立的，履行了
相关法律手续。
制度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信托公司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资金而形成的资产不属于信托公司的资产，不
受信托公司本身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即使信托公司破产也不会累及信托财产。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时也采用分别管理、分别
记账的原则，与受托人固有财产相分离，充分保障委托人意愿和受益人利益的实现。
收益来源：本信托计划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和福置业支付的贷款利息收入。
流动便捷：根据信托原理，经受托人审核同意并登记，受益人可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也可依法继承，具有流动性。

受托人简介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前身是苏州市信托
投资公司，最早于 1991 年 4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2002 年重新注册登记。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金 12 亿元人民币，
第一大股东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0.01%。苏州信托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宗旨，以“独具特色的
财富受托人”为愿景，紧紧抓住苏州经济高平台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为苏州城市建设提供优质的金融支持，为客户提供特色
化的信托产品和综合的理财服务。
2003 年以来苏州信托已成功推出了苏嘉杭高速、苏州博物馆新馆、苏州殡仪馆、苏州疾控中心、高铁车站等多种类型的信
托计划，形成了恒源城市发展基金系列、农利丰政府系列、宝利政府系列、恒润政府系列、瑞城房产系列、锦城房产系列、华
实财富管理系列、价值成长股票收益权投资系列、价值均衡股票收益权投资系列等，投资领域涉及基础设施、房地产、证券，
以及 PE 等，所有到期的信托计划已经顺利终止清算，存续的信托计划已全部按期进行了收益分配。至 2016 年底，苏州信托累
计实收信托资金规模 2801.36 亿元，在管理的存续信托资产 957.85 亿元。
●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400-886-3558、0512—65209888

●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WWW.TRUSTSZ.COM

E_mail：service@trustsz.com

风险提示：本资料仅作为推介之用，不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详情请参阅本信托计划的资金信托合同、信托计划书说
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和公告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