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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 

项目名称 XX信托西安航天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规模 2亿元（部分属地化发行，属地化发行比例不低于30%） 

期限 24个月 

业绩比较基准 100-300万：7% -7.2% 

付息方式 按季分配（自然季度末月20日） 

资金用途 

用于受让西安航天高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领宇卫星应用发展有限公司

40% 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闲置资金可以用于投资货币基金、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

低风险的产品 

还款来源 

第一还款来源：交易对手西安航天高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 
 
第二还款来源：担保人西安航天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 



交易结构 



项目亮点 

1.交易对手及担保人在当地排名靠前：根据2020年末审计数据，担保人在西安航天基地发债主体中总资

产及净资产排名第一，交易对手排名第二，主体评级均为AA+，合作金融机构较广，再融资渠道较为通畅

，且交易对手作为当地重要的城投公司，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2.属地化发行：本项目为部分属地化发行项目，属地化发行比例不低于30%； 

3.区位优势：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是国家明确建设的3个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全国第9个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重要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2020年GDP达10020.39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4亿，全省第一；

西安航天基地2018至2020年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21.67亿元、27.09亿元和40.37亿元，呈高速增长态势； 

4.产业及发展优势：西安航天基地是全国唯一以航天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指

标在全国219个国家级经开区中位列全国第四、西部第一，聚集了中国航天科技产业的1/3力量，是中国航

天动力之城、北斗创新的发源地，服务于国家北斗导航工程、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程、高分重大专项、

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等重大项目研发、建设。 



交易对手介绍 
 
公司注册名称 

 
西安航天高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明涛 

注册资本 125亿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598,500.366161万元 

营业期限 2010-03-10 至 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8552300933X 

注册地址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369号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公共事业管理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管理服务；市

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土地整治服务；战略投

资；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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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交易对手介绍 

公司股东及股权占比为：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股权占比为52.12%、西安航天城

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占比为47.88%，交易对手的实际控股股东为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

基地管理委员会，是西安市政府派出机构。 



交易对手介绍 

（单位：亿元） 2018 2019 2020 2021年6月 

资产总额 181.42 195.93 339.34 352.42 

负债总额 80.73 91.31 231.18 237.2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0.7 104.63 108.16 115.13 

营业总收入 7.28 11.04 13.42 0.53 

营业利润 1.07 4.24 4.14 0.77 

净利润 0.91 4.1 3.12 0.6 

根据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21年6月1日出具的评级报告，交易对手主体信用级别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截至2020年末，交易对手总资产339.34 亿元，净资产108.1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13%。2018 年至 2020 末

，交易对手总资产分别为 181.42 亿元、195.93 亿元和 339.34 亿元，综合实力强劲。2018 年至 2020 年末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4.50%、46.60%和 68.13%，资产负债率目前处在相对较低水平，负债结构合理。营业总收

入分别为 7.28 亿元、11.04 亿元和 13.42 亿元，合并口径净利润分别为 0.91亿元、4.1亿元和 3.12亿元。

交易对手收入水平较高，盈利能力良好，净利润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担保人介绍 

 
公司注册名称 

 
西安航天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霈 

注册资本 55亿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55亿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7-06-08 至 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879749676XP 

注册地址 西安市航天基地神舟四路239号航创广场A座12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土地整治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餐饮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休闲观光活动等。 



担保人介绍 

  2018 2019 2020 2021年6月 

资产总额 338.81 354.02 564.17 638.49 

负债总额 204.09 213.23 375.37 451.48 

所有者权益总额 134.71 140.79 188.8 187.01 

营业总收入 13.27 17.3 25.7 2.89 

营业利润 1.06 7.94 11.89 -3.41 

净利润 0.84 7.66 8.44 -3.62 

根据中证鹏元2021年6月1日出具的评级报告，交易对手主体信用级别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截至2020年末，交易对手总资产564.17亿元，净资产188.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53%。2018 年至 2020 末，

担保人总资产分别为 338.80 亿元、354.01 亿元和 564.17 亿元，综合实力强劲。2018 年至 2020 年末资产

负债率分别为 60.24%、60.23% 和 66.53%，资产负债率目前处在合理水平，负债结构合理。营业总收入分别

为 13.27 亿元、17.30 亿元和 25.70 亿元，合并口径净利润分别为 0.84亿元、 7.66亿元和 8.44亿元。担

保人具备较强的担保能力及还款能力。  



区域介绍 

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是国家明确建设的3个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全国第9个国家中心城

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确定的“世界历史名

城”。全市下辖新城、碑林、莲湖、雁塔、灞桥、未央、阎良、临潼、长安、高陵、鄠

邑11个区，蓝田、周至2个县。西 安市总面积1.01万平方公里，市区规划面积865平方公

里，城市建成区面积565.75 平方公里，截至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20.35 万人。  



区域介绍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于2006年11月30日成立

，位于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安市东南方

向，南依秦岭北麓、北瞰西安主城、西邻大学城、

东接万亩林带，距离市中心钟楼不到10 公里，是距

西安市主城区最近的产业开发区。 

航天基地规划面积为86.65平方公里。一期规划面积

23.04平方公里，二期规划63.61平方公里。目前，

一期规划区基础设施和社会配套已完备，已聚集12

万人以上常驻人口。 

航天基地不仅产业优势明显，同时坐拥交通、生态

、居住、科教等多 方面的优势，积极打造“产城融

合发展、宜业宜居宜游、三生融合协同”高质量 人

居环境。 



航天基地介绍 

西安航天基地是全国唯一以航天产业为特色的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219个国家级经开区综合

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航天基地科技创新指标位列

全国第四、西部第一。航天基地先后被国家发改委

批准为“国家级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被国务院批

复为“国家级陕西航天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我

国最大的民用航天产业发展承载地。 

作为中国航天动力之城、北斗创新的发源地的航天

基地，如今正在成为我国航天产业的重要一极，并

服务于国家北斗导航工程、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

程、高分重大专项、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等重大项

目研发、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航天基地介绍 

航天基地聚集了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六院、九 

航天产业 
 
 
 
 
 
 
 
新能源产业 

院16所等8个“国家队”，在北斗导航、探月工
程、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都有航
天基地企业的贡献。 
 
 
以隆基绿能、国电投西安太阳能公司两家龙头
企业为代表，形成了以光伏材料加工、电池组
件为主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产业规模、产品
质量和技术创新水平均居国内外领先地位。 

产业优势 

荣耀全国最大的研发中心已入驻航天基地。其 

电子信息产业 
 
 
 
 
 
 
 
 
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产业 

生态合作企业中软国际、软通动力、卓翼科技
、佰钧成、迈腾科技亟待入驻。 
 
国家超算（西安）中心预计今年12月开启运营
，是全国第十个、西北唯一的国家超算中心。
另携手滴滴出行、华为、京东全力打造“云上
开发区”，累计孵化项目118个，聚集电商企
业500余家，年产值超过50亿元，使大数据云
计算产业初具规模。 



航天基地介绍 

在此次神舟十四号载人航天的飞行任务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西安分院研制的中继终端、天线网络和仪表控制器应用软件

，为神舟十四号与地面的“沟通交流”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2年，西安分院先后为我国神舟十三号飞船、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四号飞船等研制了中继终端、天线网络、仪表控制器

应用软件、仪表计算机软件等共10余套系统产品，为我国“太空

新家”的建设持续“添砖加瓦”，让中国航天始终“在线” 



区域经济介绍 
 
项目（单位：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4.70 702.56 724.14 

其中：税收收入 556.58 580.75 571.60 
非税收入 128.12 121.81 152.5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68.34 953.38 1,207.32 

（三）转移性收入 1,118.80 1,280.91 1,438.78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9.73 35.00 45.33 

财政收入合计 2,581.57 2,971.85 3,415.57 

西安市2020年GDP达10020.39亿元，三次产业结构“

三二一”特征较为稳定，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等行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西安市2020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4.14亿元，其

中税收收入571.60亿元，占一般预算收入78.94%。 



区域经济介绍 

西安航天基地2018至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91.31亿元、279.63亿元和305.46亿元，呈高速增长态势。 

西安航天基地2018至2020年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21.67亿元、27.09亿元和40.37亿元， 占综合财力比例分别

为 39.45%、50.75%及 53.75%。2018至2020年税收收入分别为20.69 亿元、25.86亿元和 38.87亿元，占一般

预算收入比例分别为 95.48%、95.46%及 96.28%。 

2020年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1.99亿元，收到上级补助收入2.75亿元。 

  

项目（亿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7 27.09 40.37 

其中：税收收入 20.69 25.86 38.87 

非税收入 0.98 1.23 1.5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26 23.75 31.99 

（三）转移性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1.99 2.54 2.75 

综合财力=（一）+（二）+（三） 54.93 53.38 75.11 



区域经济介绍 

根据2020年2月西安市财政局出具的“关于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财政相关情况的

说明”，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财政收

入是西安市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财政收入

纳入市本级财政收入合并计算。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