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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提示

•本文档仅用于内部交流。不得转载或给第三方传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的有关规定：

（1）信托项目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

强，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第五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2）认购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违规汇集他人资金购买信托产品，违

规者要承担相应责任和法律后果。

•本文档概括了本信托产品的主要条款及风险，具体信息应以信托文件为准。本文档所载的全部内

容仅供参考，不构成直接的投资建议或邀请。在决定是否投资本信托产品前，应先阅读信托合同、

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并重点关注本信托产品的主要风险。信托公司依据本信托合同

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若您不了解本信托产品或无法承受投资本信托

产品的风险，请您不要投资。

•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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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概况—产品要素
项目 西藏信托—利民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编码 ZXD32X202205010029389

信托机构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信托规模 4亿元（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

认购起点 100万元人民币，以 10万为整数倍增加

信托期限 24个月

业绩比较基准
（1）100万元≤I<300 万元  7.7%/年
（2）300万元≤I <1000 万元  7.8%/年 
（3）1000万元≤I  8.0%/年

产品风险等级 R3

收益分配方式
每年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分配当期信托收益，信托计划终止日对应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分配
信托利益

保（托）管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融资方 任兴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资产规模排名区域内平台第一位）

担保方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和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主体
评级：AA）

信托目的/资金用途
用于认购任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兴集团”）发行的公司债券“22任兴01”
（ 194321.SH，简称“标的债券”），



风险提示
• 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以及经济周期的变化等因素，可能将对债务人、
保证人及/或差额补足义务人的经营及还款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对信托利益产生影响。

• 信用风险
债务人因任何原因未按约定足额履行其还款义务的，将对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收益实现及信托利益分配时间
产生较大影响。
保证人将为债务人在《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果保证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不能履行
保证责任，将由此给信托财产造成风险和损失。
差额补足义务人将为债务人清偿《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如果差额补足义务人未按时、
足额履行或不能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将由此给信托财产造成风险或损失。
受托人委托保管人保管信托账户内的资金，如果保管人怠于履行或不能履行其保管义务，可能给信托财产造成
风险和损失。

• 管理风险
受托人未严格按照信托文件要求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未履行受托人的勤勉尽责义务，或受托人信托管理团队的
知识、经验、决策、判断、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及对投资的判断，可能会对本信托计划财产或收益产
生不利影响，从而形成管理风险。

• 流动性风险
如果发生对信托计划负有债务的交易对手因各种原因未按时、足额履行义务等情形的，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时，
信托计划将面临信托财产的流动性风险，可能存在不能以公允价格及时变现信托财产或信托财产变现所得不足
以分配按照业绩比较基准计算的受益人信托收益和信托本金的情形，届时可能造成受益人投资损失。
信托受益权的流转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流通市场，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规则的规定，
信托受益权的转让需要符合相应条件，因此在本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可能面临无法自
由流通、自由转让的风险。

• 信托财产无法变现的风险
受市场环境、信托财产的特性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信托财产可能无法按时全部或部分变现，因此受益人可能
面临信托期限内及信托期限届满时无法及时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风险。



风险提示（续）
• 提前终止或延期的风险

发生信托文件约定情形或其他法定情形时，受托人将按照法律法规、信托文件以及其他规定提前终止信托计划，
可能造成受益人信托利益的损失。
由于信托财产未能按期变现而造成信托期限延长，可能造成受益人不能及时取得信托利益。

• 不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利的风险
受托人代表本信托计划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项下未设置任何针对特定财产的担保权利，本信托计划对债务人、保
证人、差额补足义务人享有的债权为普通债权，如发生债务人、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不
能履行其对本信托计划负有的义务的情形后，除非受托人代表本信托计划对债务人、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的
特定财产首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依法享有首封优先权的且债务人、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未进入破产程序的，
本信托计划无法对债务人、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本信托计划无法对债务人、
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情形下，如债务人、保证人或差额补足义务人因无法履行
到期债务而被多个债权人同时申请强制执行的，本信托计划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可能存在无法被足额清偿的
风险，从而对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收益实现及信托利益分配时间产生不利影响。

• 估值风险
本信托计划采用的估值方法可能无法真实反映信托财产的公允价值，无法及时反映信托财产的收益和风险水平。
受托人按照信托文件规定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不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受益人认可并接受使用该估值方
法计算的结果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

• 税费增加风险
根据《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和《关于资管产品
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的规定，本信托计划投资项目可能涉及应当缴纳增值税的收入，受
托人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项目产生的应税收入暂扣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款项，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申报纳税，从而可能因信托税费增加导致本信托计划项下可分配的信托利益减少。另外，随着国家财税政策变化，
应当由信托财产承担的税费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受益人可获得分配的信托利益减少。

•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除上述提及的主要风险以外，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和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的出现，将会严重影
响经济的发展，可能对信托利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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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亮点

任城区为济宁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宁市组群城市核心区，区政府距离济宁站6公里，
距离济宁北站13公里，距离济宁曲阜机场35公里；2021年任城区生产总值592.06亿元，在
济宁市11个区县里排名第二，其中第三产业高达66%，远高于济宁市整体第三产业占比48%；
2019-2021年，任城区财政自给率分别为105.10%、106.44%和113.92%，财政自给率全市排
名第一，属于全国为数不多的自给自足区域之一

项目区位优质

融资人、保证人信用较为优良

发行方及其保证人均为济宁市任城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回迁房建设的主体，拥有
良好的信用，与各大商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之间有着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与各
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发行方和保证人的经营发展将得到有利的信贷支持，业务拓展能力
也有了可靠的保障，并为其开展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了有效的偿付保证

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和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主体评
级：AA）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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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山东省辖地级市，山东省政府批复确认的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历史文化名城、滨
水生态旅游城市。济宁市位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的交汇点，是两大战略版块产业转移的承
载区和服务区；是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节点城市；是连接华北与华东、中原与沿海的交通枢
纽；也是山东省经济发展战略鲁南经济隆起带的核心区域

• 济宁市位于山东西南部，东邻临沂，西与菏泽接壤，南靠枣庄和徐州，北与泰安交界，全市总
面积1.1万平方公里

•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济宁市常住人口为835.7897万人

• 济宁市下辖2个市辖区（任城区、兖州区），7个县（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
县、泗水县、梁山县），代管2个县级市（曲阜市、邹城市），市人民政府驻任城区，济宁市并
设有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功能区

项目区域介绍——济宁



项目区域介绍——任城区

序号 区县
2021年GDP
（亿元）

排名
2021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元）

排名

1 邹城市 960.55 1  43,216.00 3

2 任城区 592.06 2  47,377.00 1

3 兖州区 587.74 3  46,274.00 2

4 微山县 428.47 4  37,322.00 5

5 曲阜市 402.88 5  36,457.00 6

6 梁山县 268.12 6  35,307.00 10

7 汶上县 250.54 7  35,842.00 7

8 嘉祥县 246.65 8  35,577.00 8

9 金乡县 245.83 9  37,524.00 4

10 鱼台县 219.55 10  35,386.00 9

11 泗水县 203.30 11  30,235.00 11

• 2021年，任城区生产总值592.06亿元，在济宁市

11个区县里排名第二，比上年增长8.1%

•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03亿元，第二产

业增加值170.7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90.26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2:28.8:66，服务业

占GDP比重居全市首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任城区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377元，

全市排名第一

• 任城区为济宁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宁市

组群城市核心区；总面积651平方千米；根据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任城区常住人口为107.5599万人



融资人基本情况——任兴集团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任兴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11673158582Y

主体评级：AA+

注册资本：人民币48.975亿元

主要职能：济宁市任城区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回迁安置房建设的经营实体，为任
城区资产、收入规模最大的城投平台，任城区内唯一一家AA+平台

• 融资人紧紧围绕自身发展战略，构建了以基础设施代建、回迁安置房建设、物业租
赁为主营业务的多元化的业务体系

• 从资产构成来看，2019年末、2020年末和2021年9月末，流动资产分别占总资产的
75.20%、77.19%和78.72%，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为稳定

• 从营业收入来看，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9月，公司收入稳定在25亿元左
右，基础设施代建收入分别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43.74%、43.17%以及74.10%,基
础设施代建收入稳中有涨



保证人基本情况——市中区城建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宁市市中区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11668050649N

主体评级：AA

注册资本：人民币18.5亿元

主要职能：作为济宁市任城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综合性运营主体，

主要承担了任城区重点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棚户区改造等业务

•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1-9月，公司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5,590.60万元、

182,880.94万元和148,818.65万元，实现净利润20,848.22万元、21,103.29万元和

16,905.14万元

• 市中区城建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市政建设项目政府采购业务

和管网租金业务



差补方基本情况——任城融鑫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任城融鑫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116768081813

主体评级：AA

注册资本：人民币30.1亿元

实际控制人：济宁市任城区国有资产运营评价中心，占比80.82%

主要职能：主要承担了任城区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在任
城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主导地位

• 任城融鑫的主营业务包括基础设施代建业务、回迁安置房业务、房产销售业务及租
赁业务四大板块

• 从资产构成来看，近两年一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维持在58%-63%，比较合理，公
司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近两年一期，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76.95%、 64.67%
和68.31%

• 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9月，公司基础设施代建收入与回迁安置房/房产销

售收入合计分别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91.59%、91.29%及90.15%, 主要收入来源较

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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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简介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经营历史超过20年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凭借稳

健经营的理念、因时而变的经营策略，公司始终保持了持续盈利，业务领域不断扩大，逐步

发展为全国性的综合金融服务机构。公司总部设于北京，并在拉萨、上海、深圳、成都等地

设有办事机构。2019年获得行业最高评级—A级信托公司。

公司名称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10,000万元

控股股东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桐西路10号远洋光华国

际C座1708A

公司网址 www.ttco.cn  

财富热线 400-188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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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权益保护

Ø 西藏信托投诉方式及流程：投资人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400-1888-788投诉或咨询

Ø 权益维护及争议解决：受托人设置了相应的投资者权益维护机制和争议解决机制，信

托合同“受益人大会”、“争议解决”等章节有详细说明

Ø 信托产品信息查询：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投资者综合服

务平台 (chinatrc.com.cn) 】

Ø 信息披露机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除信托文件另有约定外，受托人对本信托计划的

信息以在受托人网站（www.ttco.cn）上公布的方式向受益人披露，下载密码将在信托合

同“信息披露”章节详细说明

Ø 其他：经受托人同意，信托受益权在信托计划期限内可以转让。

https://cspi.chinatrc.com.cn/#/


THANK  YOU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