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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洛阳市老城区翠云峰公园债权项目

融资主体 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规模 1亿(分期发行，第一期5000万)

年化收益率
A类：10万元（含）至30万元（不含）
B类：30万元（含）至50万元（不含）
C类：50万元（含）至100万元（不含）
D类：100万元（含）以上

12个月�������������������������������
8.7%                              
9.0%                               
9.3%                               
9.5%                               

认购起点 人民币10万元起投，每1万元整数倍递增。

产品期限 ��12个月

付息方式 ��(月度付息，每自然月度30号付息)

资金用途 资金用于洛阳市老城区翠云峰公园债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风控措施 1、双担保：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应收账款质押：发行方提供不低于1亿元的应收账款质押，债务方确权回购并在中登网质押登记。
3、银行监管：建设银行全程监管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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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洛阳市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用于洛阳市老城区翠云峰公园债权 
项目

洛阳市老城区翠云峰公园债权项目

投资人

提供不低于1亿元公司确权  
应收账款质押      

建设银行

鹰潭服务中心   

交��易��结��构��图

现金流

法律关系

应收账款质押及抵押物
支付本金及利益

无限责任担保

还本付息款

认购份额备案

投向监管



1、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洛阳市老城区最大的ZF平台，实  

控人为老城区财政局， 总资产155.26亿元， 担保方通过决议，为本债权产品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2、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老城区发改委直接控制平台， 是洛  

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总资产142.14亿)和洛阳金隅城   

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AA，总资产95亿)的控股母公司。

发行方提供不低于1亿元的应收账款质押， 债务方确权回购并在中登网质押登记。

建设银行全程监管资金安全。

风控
措施

国企平台担保

土地抵押

银行监管

应收账款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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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介��绍

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经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属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伍亿贰仟万圆整，法定代表人唐云峰。

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设董事会、支委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内设党群工 
作部、综合管理部、审计监察及风险控制部、计划财务部、企管投资部、融资管 
理部、基础设施部、项目管理部。共8个职能部门。集团现有员工60余人，中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7人。

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城市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保 
障房项目的投资；土地整理的投资；政府引导项目及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对银 
行、证券、信托、保险、担保金融机构的投资；房地产、经验与销售，环卫保洁，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建设，物流、贸易、农业观光旅游，  
建筑工程设备租赁；酒店管理、餐旅管理；园林绿化、花卉苗木的种植及策划，  
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影视制作，演艺表演，电影放映，动漫设计，  
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仓储服务，汽车租赁，汽车修理，室内外装饰；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工艺品的销售；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 
旧城改造、保障性住房等项目的建设，是集建设、房地产开发、资本运作于一体 
的现代企业集团。

公司成立至今，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指示精神，在新的起跑线上，将秉承 
“以社会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赢得共赢”的经营理念，立足老城，
面向全国，精益求精，新益更新，强益图强，用激情点燃企业梦想。



发行方主营业务模式

公司主业持续性有保障
公司主要承担洛阳市老城区最重要的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任务。政府按项目实际投资额加成一定的比例结算工程建设款，公司收

入有一定保障。

公司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洛阳市老城区正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城市发展，作为洛阳市老城区唯一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及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及最大的保障房民生工程的组

织管理者，公司在以上行业均拥有较强的垄断优势，市场相对稳定，持续盈利能力较强，其经营及发展一直得到洛阳市老城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为 

支持公司的发展，老城区政府一方面通过资产注入、资本性投入等方式增强公司的实力，另一方面以经济补贴扶持公司业务开展，为公司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8-2020年，公司每年都获得2000万元财政补贴。

公司已进行2020年主体信用等级评定
经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对公司经营实力进行肯定。

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及毛利率情况



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02月20日，目前集 

团注册资本金12亿元，总资产近300亿元，是四川金顶和吉林金冠两 
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洛阳市老城区区委、区政府在洛阳古都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区 
属综合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独资)，是四川金鼎和吉 
林金冠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集团主要从事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及相关业务；国有股权持有、投资及运营；资产管理及债权债务重 
组；企业重组及产业并购组合；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 
购、处置；重大经济建设项目投融资；产业、金融、资本运作等研究 
咨询；  财富管理；建筑设计与施工；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 
及代理等业务。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为定位，公司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 
作，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集团对所持股企业行使股东职责，维 
护股东合法权益，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 
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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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集团：洛阳市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洛阳市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全市唯一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注册资本10  

亿元。

古都集团坚持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 通过股权、基金投资，培育孵化，价  

值管理等方式，重点进行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创新型企业  

投资、城市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类企业并购及科创园、文化产  

业园建设。旗下拥有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 

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等10家二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参股吉林金冠  

电器股份公司、特富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洛阳正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东都垚元控股有限公司等 13 家子公司。

古都集团成立以来，成功打造洛邑古城， 使之成为河洛大地靓丽名片；倾力打  
造古都科创园、古都影视文化产业园，为高新技术和影视文化企业孵化培育、  
产业集聚搭建优质平台；抢抓机遇收购金冠股份等上市公司， 为实施资本运作  
和进军新能源领域占领先机。

放眼未来，集团将根植河洛大地，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体制机制优  

势，坚定市场化方向，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融合资金聚变能力，发扬“用心、  

创心、恒心、信心”的古都精神， 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深耕细作，以开放创新的  

姿态合作共赢，朝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生态效益一流的现代化企业迈  

进。
综上所述，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对本次产品本息偿还具有很强的保障作用。

担�保�方�介�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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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一座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实力 

突出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一五时期全国156 

项重点工程有7项在此建设，工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70%左右。现已形成先进装备 

制造、新材料、高端石化、电子信息、旅 

游业等五大主导产业， 正在积极培育机器 

人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 

物流、电子商务、金融六大新兴产业，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科技服务、牡丹、健康 

养老、高效农业五大特色产业(简称五强
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 。

洛阳是一座底蕴深厚、名重古  

今的历史文化圣城。位于河南西部、 

黄河中游，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丝绸  

之路的东方起点， 历史上先后有13  

个王朝在洛阳建都，是我国建都最  

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都城。  

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和著名古都，省域副中心城市，也  

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洛阳是一座资源富集、功能完 
善的希望之城。自古为九州腹地、 
十省通衢，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 
北的区位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 
重要的交通枢纽。

陇海、焦枝等两大铁路干线， 
郑西高铁、连霍、二广、郑少洛、 
郑卢、洛栾、西南环城等高速公路 
与207、310、311、312等国道交织 
成网。

区����域����介����绍



近年洛阳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2018-2019年洛阳市 
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13.5亿元、 5034.9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7.9%、7.8%，增速保持平稳。

2020年洛阳市全市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达到    
5128.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3.0%。全市规模 
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长3.5%。2021年前三季度，洛阳市经济 
逐步恢复，全市地区实现生产总值4070.1亿元，同比增长 
6.9%。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 2227 
个，比上年增加508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203个，比上 
年增加225个。中航洛阳光电产业园落地实施，格力电器 
(洛阳)中央空调智能制造、银隆新能源产业园和洛阳石 

化年产1800万吨炼油扩能改造一期等项目进展顺利，地铁 
1号线实现“轨通”、 2号线即将“洞通”。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顺利开馆，王城大道快速路主体竣工通车。

财政方面，洛阳市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2.7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229.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77.5%；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9.8亿  
元，同比增长7.9%，其中税收收入248.3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高速正常且收入质量较好。 
洛阳市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97.6亿元，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47.6亿元。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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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老城区定鼎北路与邙岭大道交叉口东南角，以洛阳 
市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础，保证老城区绿地的完整性，体现绿地与城 
市共生的关系。

翠云峰森林公园位于洛阳市老城区北邙山翠云峰上 ，老城区是 

洛阳最早的建成区，是洛阳市六大主城区之一，也是全市经济、文 

化、商贸中心。老城区现辖8个街道办事处，含32个社区居委会、11 

个行政村，总面积56.7平方公里，城区面积4.7平方公里； 总人口 

18.5万人，城区人口14万，占全市人口2.5%。

项目区域位置图

整个翠云峰森林公园由森林活力康养区 、森林文化休闲区 、文
化遗址保护区和森林生态涵养区四部分组成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902009.50㎡ (2853亩) ，总建筑面积85193.86㎡ 。其中绿化占地

面积1815890.90㎡ (2723.82亩) ，停车场占地面积4833.60㎡ ，广

场占地面积11600.06㎡ ，基础设施占地面积32714.57㎡ ，翠云阁建

筑面积10735.00㎡ ，公共管理服务用房建筑面积11550.00㎡ ，商业

用房建筑面积67134.52㎡ ，供水管网3000m，雨水管网3000m，污水

管网3000m，供电系统，供水系统，监控系统，广播系统，消防报警

系统，照明系统，景观小品36处，清扫洒水车和电瓶车，健身器材
及其它相关基础设施等。

项目位置及规划
项目地理位置图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色宜居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需要
翠云峰森林公园是洛阳老城区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洛阳建设生态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成，对于完善老城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打造绿色宜居城 
市，提高洛阳城市建设格调，改善老城区投资环境有重要意义。项目建成后能更 
好地向外界展示洛阳文化旅游城市的形象，提高投资者对洛阳的印象，给老城区 
带来更多的投资机遇。

改善当地居住环境的需要
项目区位于老城区北部，西至定鼎北路，北至北环路，东至龙光路，南至状 

元红路，周边有农村村庄及城市居住小区，现属城乡接合部， 目前公园内现有树 
木杂草生长较为混乱，无人管理，园内车辆穿行，道路破坏严重，基础设施不完 
善，导致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脏、乱、差。本项目的建设能解决这些问题，改善 
人民的居住生活环境。

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的需要
伴随人均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当地群众的业余娱乐文化活动的 

需求越来越丰富，本项目将以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为载体，建设成一座集聚、娱 
乐、休闲和健身为一体的森林公园，即丰富了人民业余的生活，又满足当地群众 
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项目建设必要性

项目布点图



• 户名：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

• 账号：���41050168600800001094
•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洛阳西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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