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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青白江 ·瀚宇投资标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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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名称 央企信托-共创88号集合信托计划

信托规模 不超过2.5亿元，其中：1年期份额6190元

信托期限 不到12个月（预计到期日为2024年3月12日）

预期收益 【税后年化】100万起 6.8%，300万起 7% （直接是合同收益）

付息日 随标的债券付息（债券存续期内每年3月12日付息）

资金用途
信托计划资金用于投资“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标的债券）及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

信托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风险评级 PR3（中等风险）

发行人 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AA公开发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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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债券基本要素（摘要）-具体以《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为准。

债券名称 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品种和债券期
限：

本期债券为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2+2+1），设置债券存续期第2
及第4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票面利率 7.7%/年。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设置本金分期偿付条款，在债
券存续的第3、4、5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25%、30%和4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2024.3.12是本期债券成立满3年，会兑付发行规模25%的本金，所以本信托计划设有1年期份额）

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21年3月12日

付息日 本期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付息日为本期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3月12日。

债券增信安排
（1）设置差额补偿条款：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作为本期项目收益专项公司债券的差额
补偿人；
（2）由成都新开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
级机构

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债券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青白江区祥福镇陆港花园安置房（二期）建设项目和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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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区域概况——成都市

➢ 交易对手所处区域为四川省会成都市的青白江区。

➢ 其中：

➢ 1、2022年四川省的地区生产总值（GDP）5.675万亿元，在省级区域

的GDP总量排名为第6名。

➢ 2022年成都市GDP为2.08万亿元，在四川省内GDP排名1名，在全国

50强城市中位居第7名。

➢ 2、青白江区2022年GDP为650.70亿元，连续8年位列“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区”。



02  区域概况——成都市

➢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城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商贸物流中心、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定的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核心城市，定位突出。

➢ 成都市下辖1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拥有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

级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总面积14,335平方千米。成都市近年人口持续

增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093.78万人。

➢ 2022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8万亿元、增长2.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5.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外贸

进出口总额增长1.6%。

➢ 2022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722.4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5.8%，

按自然口径计算增长1.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267.8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完成2145.9亿元。



02  区域概况——青白江区

➢ 青白江区位于成都市东北部，东邻金堂，西接新都区，南连龙

泉驿区，北与广汉市接壤。作为成德绵经济走廊核心区，是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同时也是中欧班列（蓉欧快

铁）的始发地和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

青白江区坐拥亚洲最大的集装箱中心站、西部最大铁路枢纽和

密集的公路交通网络，区内公路、铁路网络纵横，交通便利，

是四川省唯一的铁路货运型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截至2021年

末，青白江区常住人口为50.11万人。

➢ 2021年，青白江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20.16亿元，同比增长8.7%。

2022年，青白江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50.70亿元，同比增长

4.92%。

➢ 2022年，青白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45亿元，同口

径增长16.8%。



03  交易对手——发行人

公司名称： 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香岛
大道1509号（铁路港大厦A区楼A1301-1311、1319室）

注册号： 5101130000115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3698866972G

成立日期： 2009-12-17

法定代表人： 宋阳

注册资本： 50767.57万元人民币

➢ 发行人



03  交易对手——发行人

成都市瀚宇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成都瀚宇”，公司是青白江区委、区政府为加快推进城市建设步伐、整合国有资产，通过

资本化运作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而组建的国有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市青白

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金融工作局。

公司承担着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是成都市青白江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投融资及建

设主体，主要从事棚改及配套基建、砂石销售等。

概括来说，公司是AA发债主体，区域第四大平台，实际控制人是青白江区国资局；截止2022年6月底，公司总资产

406.52亿元，2021年营业收入6.16亿元，净利润1.56亿元；公司承担着青白江区城市基建任务，具有区域垄断经营优势，

资产实力雄厚，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非常好；本次信托投向的是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履约意愿强、还款优

先级最高。

经营情况和概述



03  交易对手——发行人

财务情况

➢ 截至2022年6月底，发行人总资产406.52亿元，所有者权益159.8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60.69%。2021年公

司营业收入6.16亿元，净利润1.56亿元。

项目（亿元）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6月

总资产 292.79 366.08 390.59 406.52

总负债 176.19 233.07 249.66 246.73

所有者权益 116.60 133.02 140.93 159.80

营业总收入 6.44 8.16 6.16 4.28

净利润 2.09 1.60 1.56 1.27

流动比率 11.83 5.07 3.85 3.46 

速动比率 7.06 2.92 1.64 1.32 

资产负债率 60.18% 63.67% 63.92% 60.69%



03  交易对手——发行人

评级及发债情况

➢ 2022年6月28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确定公司的

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截至2023年2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31.9亿元，无历史违约

记录。



03  交易对手——担保人

公司名称： 成都新开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 成都市青白江区凤凰大道一段凤凰西七路366号

注册号： 510113000009483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137712317638

成立日期： 2005-3-31

法定代表人： 张崇义

经营范围：

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市政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
住房和安置房建设、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
北部新城开发建设、旧城改造、产业园区综合经营管理、城
市绿化投资管理、城市旅游开发；砂石加工、销售(以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17900万元人民币

➢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市青白江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金融工作局。



03  交易对手——担保人

公司为成都市青白江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要从事青白江区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

经营情况



03  交易对手——担保人

财务情况

➢ 截至2022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525.78亿元，所有者权益194.96亿元，资产负债率约62.92%。2021年公司

营业收入21.42亿元，净利润4.52亿元。

项目（亿元）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9月

总资产 434.28 537.22 499.21 525.78

总负债 300.19 359.86 305.70 330.82

所有者权益 134.09 177.36 193.51 194.96

营业总收入 31.20 22.03 21.42 11.45

政府补助 0.45 0.63 0.58 0.36

净利润 4.09 4.07 4.52 1.18

流动比率 1.53 1.78 1.93 2.29

速动比率 0.89 0.89 0.84 1.03

资产负债率 69.12% 66.99% 61.24% 62.92%



03  交易对手——担保人

评级及发债情况

➢ 2022年6月24日，东方金诚确定公司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截至2023年2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71亿元，无历史违约记录。



04  结论

• 交易对手所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四川省在省级区域的GDP排名第6名，成都市2022年

GDP2.08万亿元，四川省内排名第1名，青白江区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亿元。

区位优势显著

• 发行人与担保人双AA，战略地位突出，偿债、融资、盈利能力均较强。

优质交易对手

本信托计划投向为公开市场的标准化债券，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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