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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示

尊敬的投资者：

投资有风险，当您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时，可能获得投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风险。

您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绅阅读本风险揭示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

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基金管理人特作出如下风险揭示：

（一）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财产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赢利及最低收益。

（二）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基金财产及投资

者承担。

（三）本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本基金特定投资对象及特定投资方式

所产生的风险等，详情请仔绅阅读 本基金之“风险揭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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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基金概况
2. 基金亮点
3. 投资标的
4. 基金收益及退出
5. 交易对手
6. 管理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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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基金要素
产品名称 中易资产-重庆核心城市私募股权基金
基金类型 契约型基金

管理人 深圳前海中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管理人编号P1061068）

托管机构
融资规模 不高于1.5亿元人民币

期限 18+6个月（期限届满18个月后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实际投资运作
情况选择提前终止）

认购起点 人民币100万元起投，按10万元整数倍递增

业绩比较基准

金额 业绩比较基准
100万（含）- 300万（不含） 9.5%
300万（含）- 500万（不含） 10%

500万以上（含） 10.5%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深圳市北城天地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并通过深圳市
北城天地发展有限公司收购重庆市海洋购物公园项目（四证齐全、
已竣验备案、预计明年五一整体开业）

收益分配方式 每半年分配一次收益

收益来源
1、重庆海洋购物公园租赁收益；
2、重庆海洋购物公园融资性收入；
3、股权转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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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基金结构

深圳前海中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设立并管理“中易资产-重庆核心商业私募股权基金”，以增资
扩股方式投资于深圳市北城天地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通过北城天地最终收购重庆市海洋购物公园项目25%权
益。

管理

投
资

收
益

增资扩股
99.3%

投资者

中易资产
中易资产-重庆
核心商业私募
股权基金

浦发银行

北城天地

托管

重庆海洋
购物公园

收购25%权益

瀚柏嘉乐

到期
受让股权

运营管理

-连带担保：实际
控制人郭祖仁、皇
甫毅然与刘军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担保：关联
方佳润公司与九江
绿地提供抵押担保
-股权质押：瀚柏
嘉乐100%股权质
押
-基金委派董事、
财务
-资金监管

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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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风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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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具体约定

股权过户
本基金直接持有北城天地99.3%股权，间接控制重庆海洋公园
25%权益，股权过户并办理工商登记。

回购承诺
瀚柏嘉乐为受让基金持有的股权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承诺，
同时对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不足部分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抵押担保
佳润公司与九江绿地提供抵押物为股权回购提供抵押担保，抵
押率约50%。

连带担保 瀚柏嘉乐实际控制人郭祖仁、皇甫毅然、刘军为股权受让承诺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股权质押 质押瀚柏嘉乐100%股权，为股权回购承诺提供质押担保，在抵
押登记完成后可解除质押。

资金监管 管理人对股权投资相关银行账户进行监管，管理人保障基金资
金最终用于投资重庆海洋购物公园项目

委派董事和财务 基金管理人委派董事、财务各一名对项目进行监管及风险控制，
对涉及对外借款、担保、抵押等对本基金项下投资造成实质性
影响的重大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

销售权 基金存续期届满一年后，基金视项目实际风险，有权决定销售
基金权益范围内的物业面积，保障基金收益、及时收回投资



1.4 基金其它重要条款

• 基金的运作方式为不定期开放，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设置开
放日，开放日仅允许申购不赎回。

• 初始募集期间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
准。

• 投资风险详情请见《风险揭示书》。

•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以非公开募集的方式自行销售。

• 基金管理费：2%/年。

• 基金托管费：0.1%/年。

• 本基金份额的注册登记业务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 本基金信息披露频率为季度。

• 本投资说明书未载明的条款，敬请投资人参见基金合同。

7



1.5抵押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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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抵押物之一为广西防城港市嘉乐城项目商铺，在2017年底前获得产权证后办理抵押登
记。项目处于市中心老汽车站位置,是城市最核心商圈中心地段，交通便利，客流云集，目前
四证齐全，预计2017年国庆节开业



1.5抵押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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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抵押物之二为九江绿地ICC大都会商铺、写字楼，九江绿地ICC大都会项目是由世界500
强绿地集团投资开发的九江地标级首席商务综合体。在2017年底前办理抵押登记。



2投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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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具有实际控制权：
股权过户至基金，同时基金通过回购方瀚柏嘉乐负责项目的商业管理，从
而享有项目经营的实际控制权，保障了投资人权益。

三重风控措施：
增信措施优于同类基金产品，包括（1）资金监管、委派董事和财务；（2）回购承诺、
差额补足；（3）50%抵押率、股权质押、控制人连带担保。

资产优质：
（1）项目位于重庆观音桥商圈黄金区域，商业形态稀缺、不可替代，已竣工验收、一
年内即可开业，本次收购标的在重庆市内独一无二；
（2）按资产估值12.7亿标准股权收购对价，目前银行评估20.7亿，预计开业后可达30
亿以上

1

2

3

收益与退出有保障：
（1）项目由瀚柏嘉乐统一经营管理，预计1年后收入1.5亿、2年后收入1.7亿、3年后
收入2亿,保障基金收益；（2）开业后资产增值，有条件获得大额再融资，同时瀚柏嘉
乐及其关联方以回购承诺等对基金进行兜底，确保基金退出。（3）基金视实际风险有
权销售权益范围内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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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项目概况
• 位置：重庆海洋购物公园项目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11号，原名为重庆海洋公园，现重建为12

万平方米的开放式、街区形态购物中心，屋顶为主题式游憩公园、停车泊位可达一千个

• 项目进度：目前项目已竣工备案，预计明年五一开业。

• 项目证照齐全：包括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证、竣工验收备
案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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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区位价值：一线城市核心商圈

• 项目位于重庆市最大商圈之一
的观音桥商圈

• 重庆市位列新一线城市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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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区位价值：观音桥黄金区域

• 项目位于重庆市最大
商圈之一的观音桥商
圈黄金区域

• 既接壤商圈内十余个
成熟商业综合体又紧
邻十余个成熟居住区

• 辐射近100万高端消
费群、每天消费客流
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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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区位价值：交通与停车优势

• 轨道交通中心：紧邻
3号线红旗河沟与观
音桥、 6号线黄泥磅
站；与新建轻轨站相
距仅200米。

• 双向车道：项目是两
条主干道双向直达
（北城天街只有单向
入口）

• 停车便利：停车位约
1000个，商圈内停车
条件最好；邻近的北
城天街仅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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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塝站

红旗河沟站

观音桥站

规划轻轨站



3.3项目商业形态：稀缺、不可替代

• 项目商业形态为配备屋顶主题公园的开放式购物
中心，在观音桥商圈内属于稀缺型、不可替代的
商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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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工程进度：已建成、无开发风险

• 项目已完工，已完成竣工备案，项目已经没有开发建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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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经营预测：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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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项目租金 

业态 参考项目  租金范围 （元/㎡/月） 

一般零售 

大融城  400-600  

北城天街  600-700  

休闲娱乐 

大融城  70-100  

北城天街  70-130  

餐饮 

大融城  100-220  

北城天街  150-250  

 

• 独特定位：项目资源独特、硬件优势明显，在商业定位上有条件做到
独树一帜，成为商圈内稀缺型休闲娱乐体验式购物中心。

• 产权完整、只租不售。

• 平均租金：短期内追赶大融城，中长期对标北城天街。



3.5经营预测：收益测算

• 统一招商运营：瀚柏嘉乐负责项目商业管理，装修与招商工作即将启动，预计
2018年五一整体开业，可确保项目快速取得租金收入

• 收益测算：根据可比项目租赁情况，项目开业首年平均租金预计为120元/㎡/月，
逐年递增；首年息税前利润可达4136万、第2年月约1.4亿、第3年约1.7亿，盈利
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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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资产评估：再融资空间巨大

• 开业后预计评估值可达30亿，届时有条
件获得大额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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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亿

20.7亿

30亿

• 本次收购对价已项目已发生全成本12.7亿为计算基准，收
购成本偏低。

• 目前重庆农商行指定
评估机构之评估结果
为20.7亿元



4 基金收益及退出

20

基金收益
及退出

租金收益

再融资

股权回购

开业首年息税前利润可达
4136万、第2年约1.4亿、
第3年约1.7亿，盈利能力
突出。

• 开业后预计评估值可达30亿，
届时有条件获得大额再融资，
按抵押贷款50%抵押率折算，
再融资金额最高约10亿。

• 瀚柏嘉乐承诺到期回购基金
持有的股权，并承担差额补
足义务。



5 交易对手：瀚柏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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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柏嘉乐

瀚柏集团 江西金时

• 瀚柏嘉乐是瀚柏集团与江西金时的合资
公司，公司凭借两大地产集团在长三角
区域及珠三角区域的优势，专注于商业
地产运营管理，公司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拓展“瀚柏嘉乐”品牌影响力，努力
打造成为深圳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商业地
产运营管理企业之一

• 瀚柏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历经五年的发
展和布局，形成了以“房地产综合开发
和商业地产运营”并驾齐驱的驱动模式，
业务涉及地产开发、城市更新、商业地
产运营、文化旅游、物业服务等多元化
领域

• 江西金时是江西本⼟综合性龙头企业，
涵盖地产开发、旅游开发管理、⾦融等
业务。

• 目前瀚柏集团与江西金时已成功开发九
江绿地ICC大都会、防城港嘉乐城等项
目。



5 交易对手：瀚柏嘉乐具有卓越的商
业管理能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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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商业

昆明-宸悦百货

深圳-金光华广场苏州-印象城

深圳-CocoPark

广西-嘉乐城 九江-绿地嘉乐城

过往

过往



6 管理人概况

• 深圳前海中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5日成立，致力于成为中国
最有价值的商业地产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编
号P1061068）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 郭祖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商业地产最早的开发者、拓荒者、
践行者。1998年始参与开发经营管理全国第一个购物中心深圳铜锣湾购物
广场，及深圳市金光华广场。曾任全球第一的商业地产基金美国西蒙地产
中国区负责人主导开发苏州印象城、杭州印象城、郑州印象城系列购物中
心。2013年开始创立嘉乐城品牌系列综合体产品，成功开发广西嘉乐城及
九江嘉乐城项目。

• 胡健：北京大学EMBA、重庆大学硕士；从事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项目
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二十三年，历任花样年地产集团、奥宸地产集团、君华
集团等多家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集团高管。

• 彭海蓉：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学士；十五年百强房企财务管理、项目并购、
股权收购经验，历任卓越置业集团、奥宸地产集团财务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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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管理团队过往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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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嘉乐城项目股权收购:

2014年收购广西防城港嘉乐城项目股权，全程负责项目规
划、拿地、成本采购、工程、营销销售、招商运营等。总
建筑面积接近20万平方米，项目已封顶，住宅已售罄，集
中商业只租不售，已引入沃尔玛、万达影院（均为本市首
家）等主力商家。

九江绿地ICC大都会股权投资：

与上海市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集团、世界500强绿地集团
股权合作，于2013年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全程负责项目
规划、拿地、成本采购、工程建设、营销销售、招商运营
等。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3万平米，包括一幢220米超高层
地标建筑，是九江市第一标志性城市综合体，是九江市重
点工程和最具影响力的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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