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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要素表

产品名称 铭星蓟州政信5号

融资主体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债项评级AA）

担保主体  天津广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债项评级AA+）

融资规模 总规模1亿元，分2期发行（第1期）

预期收益

12个月

30万元（含）-50万元（不含） 8.3%/年

50万元（含）-100万元（不含） 8.8%/年

100万元（含）以上 9.0%/年

付息方式
季度付息，每自然季度末月（3、6、9、12月）20日付息，到期还本及支付
最后一期利息



产品概况

资金
用途

用于天津市蓟州新城示范小城镇项目建设

底层资
产

天津市蓟州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进行一级土地整理开发形成的委托代建款项

还款来
源

1、天津市蓟州区土地整理中心对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
到期还款；
2、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土地出让收入；
3、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性收入。

风控措
施

1、综合服务商对发行方2亿元应收账款进行质押，质押率为50%；
2、应收账款已经过融资方、土地整理中心、管理人三方确权，幵在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登记；
3、担保方对本笔融资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交易结构

合格投资者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收益权转让产品

担保人天津广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到期融
资人未履约
情况下的标
的债权返还
义务

贵州场外机构间市场

登记 
备案

综合
服务

认购
兑付

购买

融资人天津蓟州新城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铭星创盈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偿还

蓟州区土地
整理中心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产品专属亮点

1           合规的三方
         确权形式

A  蓟州区政府针对铭星蓟州政信金融资产交易系列产品，组

织召开政府专题会协调土储中心对铭星金融资产交易系列产

品的底层资产进行确权，在产品交易结构中对于此次融资土

储中心附有到期返还义务，增加了一层政府信用双倍加持了

政信金融业务本质。保

              融资人股东
     专项董事会流程2

      贵州场外机构间市场是由

贵州省金融办批复的省级合规

交易所，合规性高于其他市、

县级别交易所。

      此次融资的担保主体广成集团针对

铭星蓟州政信金融资产交易系列产品召

开董事会，所有董事成员会议现场同意

并亲自签字。

        险资战略合作背景
      的省级挂牌机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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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主体介绍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专司蓟州新城区域还迁安置、环境治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

同时公司拥有蓟州新城区全部土地开发整理权，是天津市蓟州区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和于桥水库环境治理项目

的唯一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专营地位明确。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蓟州区人民

政府。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81.00 亿元，资产总额 540.9 亿元，净利润6.44亿。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

  土地整理中心

  天津广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97.6% 2.4%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100%



融资主体介绍

       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业务定位

明确，经营优势突出，在项目资金平衡、土地

指标周转、安置房及配套设施优惠政策、资金

注入、财政补劣和融资贷款等方面获得了有力

的外部支持。公司资信水平良好，与商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具有

较好的间接与直接融资能力。随着新城公司示

范小城镇建设项目逐步完成，土地出让金收入

的逐步到位，随着未来项目配套商业逐步建成

及投入使用，融资主体的盈利将进一步提升，

发展前景可期。



担保主体介绍
天津广成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广成集团”）由天津市蓟州区国资委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蓟

州区人民政府。广成集团是天津市蓟州区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主体，主营业务主要包括

蓟州区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委托代建、基础设施运营养管服务及蓟州新城地区的安置

房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等，业务具有一定垄断性，且能持续获得政府及股东在业务开展、资本补充、

财政补贴等方面的较大支持。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50 亿元，资产总额 870.82 亿元，净利润5.89亿。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天津市蓟州区

  土地整理中心

  天津广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97.6% 2.4%



担保主体介绍

       公司在业务开展、资本补充、财政补贴等方

面持续获得了政府及股东大力支持。公司主营业

务包括蓟州区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

委托代建、基础设施运营养管服务及蓟州新城地

区的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等，经营地位明

确。公司土地储备充裕，随着蓟州新城建设项目

的逐步推进，后续发展动力强劲。

       评级机构对于广成主体及其发行的债券主要

信用风险要素进行分析评估。决定维持AA主体信

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还本付息安全性

强。



融担主体征信报告

融资主体蓟州新城征信0违约 担保主体广成集团征信0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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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调研
天津市———四大直辖市之一、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

天津市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省级行政区、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

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GDP达到1.41万亿，位列中

国前十。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五大国家级战略叠加

于天津，发展潜力巨大。

经济层面，2019年天津市GDP为14104.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4.8%，经

济增速回升。财政层面，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410.3亿元，同比增

长14.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较快。区级层面,2019年各区GDP增速都为

正数。



项目所在地调研
—— 紧邻北京，首都半小时经济圈

天津市蓟州新城示范小城镇项目是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全国62个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该项目是国家战略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550

亿元。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受到地

方政府全力支持。蓟州新城规划总面积57平方公里，其中新建区30

平方公里，规划总人口50万人，达到中等城市规模。项目计划分3期

实施，十年内完成。 

    天津市蓟州区地处京、津、唐、承四市腹心，紧邻北京，

首都半小时经济圈内，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节点。

    天津蓟州新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北京城区88公

里,距天津城区115公里,距唐山88公里,距承德220公里,距秦

皇岛236公里。



项目所在地调研
       项目所在地天津市蓟州区紧邻北京，地处京、津、

唐、承四市之腹心，是天津市唯一的半山区，素有天

津市“后花园”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向好。

2019年1-9月，蓟州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2.45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9%。全区经济运行平稳，

高质量发展的劢能在集聚，经济发展的质效在提升。

       天津市蓟州新城示范小城镇项目是国家发改委审批

的全国62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该项目是国家战

略规划重点项目，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要求，受到地方政府全力支持。蓟州新城规

划总面积57平方公里，其中新建区27平方公里，规划总

人口50万人，达到中等城市规模。项目计划分4期实施，

十年内完成。

天津蓟州新城开工建设现场

蓟州新城一期为于桥水库南岸

邻水村整体搬迁的新城安置区



       天津市蓟州新城一期项目被列为天津市第四批示

范小城镇建设试点，规划面积13.47平方公里，总投资

157亿元。项目一期顺利完成，实现复垦农田542亩、

回迁房竣工346万平方米、市政道路完工34公里。项

目二期计划于2019年启动。

       随着项目持续推进实施，将建设更多回迁住宅楼，

幵配套建设水、暖、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建设施，以改

善广大群众生活条件，使人人都能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

利；同时提升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后期招商引

资、项目开发建设打下基础，从而有利于推进蓟州新城

的开发与建设，对于早日实现新城规划定位与目标有促

进作用。

蓟州新城鸟瞰效果图

蓟州新城中央公园效果图

项目所在地调研



项目所在地调研
天津市蓟州新城示范小城镇项目

   一期：占地12.85平方公里，总投资368亿元。计划建设安置

房及配套公建314万平方米，修建市政道路及管线42公里，整理

可出让土地554公顷（8310亩）。目前，一期建设已取得瞩目成

就，为商业发展和宜居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期：占地7.44平方公里，总投资124亿元。计划建设安置房

及配套公建110万平方米，修建市政道路及管线35公里，整理可

出让土地320.6公顷（4809亩）。 

   三期：占地10.28平方公里，总投资81亿元。计划建设安置房

及配套公建32万平方米，修建市政道路及管线32公里，整理可出

让土地514.4公顷（771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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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措施

1
天津广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笔融资提供全额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将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天津市蓟州

区土地整理中心享有的1亿元应收账款进行质押

保证。

3
应收账款已经过挂牌方、担保方、土地整理中心、

管理人三方确权，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

记。

保证担保

质押担保

三方确权，上报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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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亮点分析

交易对手  
实力强

发行方和担保方为蓟州区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的主体，财务实力较强，

业务具有一定垄断性，政府支持力

度大。两家公司过往债券本息均正

常兑付，市场认可度高，主体信用

评级AA，展望稳定。

天津市蓟州区土地整理中心

1 亿元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应收账款已经过融资方、土

地整理中心、管理人三方确

权，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登记。

发行方和担保方由国资委全

资控股，均已出具股东会决

议，同意本次融资/担保事项。

    天津市蓟州新城示范小城镇项目是国
家发改委审批的全国62个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之一，该项目是国家战略规划重点项
目。
    于桥水库是国家重点大型水库之一，
是天津人民的大水缸，重大民生工程，政
治意义重大。

质押担保
三方确权

出具股东
会决议

国家战略
规划重点
项目



 依据
质押应收账款金额

(人民币：元）

合同

JZTD-JZXCTDZL01
《一级土地整理合作协
议》

合计：100,000,000.00元

（大写：壹亿元整）

投资亮点分析

应收账款真实、有效

依据编号为MXCY-JZZX-003Q《蓟州区新城小镇土地整理

项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天津蓟州新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土储中心确认，土储中心于2021年12月31日前无

条件向天津蓟州新城建支付完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元（大写：壹亿元整）还款款项。

全程监管，专款专用

开设产品独立募集户，针对募集资金独立核算，

形成资金闭环，资金往来受到全程监管，确保资

金流向透明、安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资料齐备、项目合规

关于用资项目和融资业务的各项审批手续及相关

文件齐全，项目操作规范，可有效保障投资人的

合法权益。

应收账款上报征信



THANK YOU!

谢 谢 观 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