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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一直

备受关注的太阳新天地“新东家”揭开

神秘面纱———11 月 30 日， 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公告称，在广东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挂牌以 18.08 亿元转让对华骏公

司 30.41 亿多元的债权

（该公司名下的

主要资产即为太阳新天地购物广场 ）

，

最终由广州陛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

称 “陛鹿物业 ”）

摘得。 不过，在业内看

来，成立才两周的陛鹿物业显然是专门

为接盘太阳新天地而来，从其公开的股

东背景看，并无管理大型商业物业的经

验，加上以太阳新天地车库为标的的债

权诉讼也进入了新阶段。 因此，太阳新

天地前途仍未明朗。

陛鹿物业股东方背景复杂

根据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公

告，该司已与陛鹿物业在 11 月 26 日签

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兴业银行-广

州太阳新天地物业收益权投资单-资金

信托之特定物业收益权”债权及担保权

利按现状转让给陛鹿物业。

记者从企查查了解到，陛鹿物业成

立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仅

为 100 万元。 虽然看起来其貌不扬，但

进一步查询发现， 背后却大有来头，股

东方背景复杂。 公开资料显示，陛鹿物

业的股东为杭州萧山京鲁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 “京鲁股权 ”）

和浙江金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金珏资产”）

， 持股比例分别为 99%和

为 1%。 京鲁股权也是一家新公司，成立

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1 日， 股东分别

为金珏资产和浙商资产，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金珏资产，金珏资产的大股东又是

浙商资产。

上溯发现， 浙商资产有 3 个股东，

分别是浙江省国际贸易资产集团有限

公司

（持股

69.16%

）

、宏信远展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持股

10.03%

）

、财通创新有限

公司

（持股

20.81%

）

。对宏信远展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多层追溯后，记者发现其实

际控制人为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该

公司为香港上市公司远东宏信在金融

领域的核心企业。

就现有资料来看，陛鹿物业的股东

方均没有大型商业物业的管理经验。 据

了解，目前该公司已向广铁中院申请太

阳新天地整体抵债。 相关人士预测，陛

鹿物业在法院同意其对太阳新天地整

体以物抵债的申请后，很大可能会进行

新一轮的资本运作。

是否顺利易主还存疑

不过， 太阳新天地此次顺利被摘

牌，却不断有问题暴露出来。 华骏公司

的债权人郭先生向记者表示，华骏公司

把抵押给银行的车位出卖给他，法院已

判决华骏公司向其退赔款项，但在执行

程序中未获得任何清偿。 而且郭先生已

到广铁法院申请参与分配，但目前因华

骏公司已资不抵债，也无法通过参与分

配程序获得清偿。 所以 11 月 30 日，郭

先生已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材料，而且

表示后续可能还有其他债权人会向法

院申请华骏公司破产。

据了解，太阳新天地的股东华骏公

司是百嘉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百嘉信

集团、华骏公司不但对太阳新天地项目

经营管理不善，而且还违规融资，将已

经抵押给甘肃银行的车位出售给业主。

业主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要求华骏公

司退赔款项，谁知最终是一纸空文的胜

诉判决。 业主向法院参与分配时得知华

骏公司债务已达 48 亿多元， 而太阳新

天地项目以 2307435200 元价格变卖也

最终未能成功， 属于严重资不抵债，所

以业主才向法院申请华骏公司破产。 目

前，华骏公司违规融资，将已抵押给银

行的车位出售并非个例，多个受害业主

已向法院起诉且取得胜诉判决，可能近

期也会到法院申请华骏公司破产。

据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太阳新天地

看似顺利被摘牌，但因为一般债权人的

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且目前华骏

公司及所有债权人均可向法院申请破

产，一旦华骏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所有

执行案件均需中止，统一由破产受理法

院处理相关执行案件，可能导致债权受

让方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债权，更无

法顺利接管太阳新天地业权。 故这次以

物抵债的拍卖虽已被摘牌，是否顺利易

主还存疑。

经过多次挂牌拍卖

太阳新天地被成立两周的新公司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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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越来越

严峻，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共

识。 而在资本市场，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理念也逐渐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主流投资方

式之一。

12月 2日，由博时基金与社会价值投资

联盟联合举办的“聚焦可持续 投资优未

来———2019 中国可持续发展金融论坛暨博

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ETF 产品发布会”在

上海举办。本次论坛围绕“可持续发展金融”

主题，邀请了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国

驻华代表及部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金融和

学术研究机构 15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金融趋势以及中国可

持续发展金融的未来。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出席论坛并

致辞，他表示，联合国将把加大可持续发展

融资作为首要任务。 在中国，联合国需要与

利益相关方在可持续发展融资与投资上建

立共识：增强政策引导环境，发展包括评估

体系与融资工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生

态，以及为扩大可持续发展投资提供监管框

架与指引。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

离不开各国、各行、各业（包括公共部门与私

营部门）的合作与参与。期待更多的投资者、

政策制定者和受益者能够参与到推动中国

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行动上。

主题演讲：聚焦可持续 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马蔚华发表题

为“影响力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演讲。

他在演讲中提到，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

新兴国家每年就需要 3.9 万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还存在 2.5 万亿美元的缺口，亟待主

流投资机构推出高质量、 大规模的金融产

品。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上交所的支持下，

社投盟与博时基金推出的“博时中证可持续

发展 100ETF”，不仅弥补了中国市场在可持

续发展价值挂钩的被动投资产品方面的空

白，也是可持续发展金融的首创，开启了一

个新商业文明的时代。 可持续的发展，不单

是追求经济效益，也要努力实现社会价值。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光华发表题为“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

倡导可持续投资理念”的主题演讲。 他认为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可持续发

展金融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投资是基金公

司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的最

佳实践。 博时基金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

投资价值发现者， 一直致力于寻找更全面

的企业投资价值， 博时将积极布局可持续

金融产品， 为投资者找到长期可持续的优

质投资标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部副总经

理刘蔚发表题为“ETF 与可持续金融创新发

展”的主题演讲。 她表示，我国 ETF 行业已

走过 15 年的发展历程， 截止 2019 年 11 月

底， 境内 ETF 总市值超过 6500 亿元，2018

年全年上交所各类 ETF 的交易总额超过 7

万亿元。 近年来，随着投资者资产配置观念

逐渐发生变化， 以 ESG 为代表的各类主题

型 ETF 开始受到市场关注， 博时中证可持

续发展 100ETF 产品是国内基金行业专注

ESG发展的典型代表。

观点碰撞：13 位重磅嘉宾共议可持续发展

金融实践

首场圆桌聚焦“可持续发展金融在中国

的实践与创新”，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社投盟

主席团成员秦朔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社投盟主席团成员王梓木，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素源，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向阳，万得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陆风，华兴资本集团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等多位专家，分别就

可持续发展金融与 ESG 投资对于社会的意

义、如何做好可持续发展投资、可持续发展

金融产品发展需要的政策支持、可持续发展

主题公募基金的业绩表现、指数产品在可持

续发展和 ESG 投资方面的作用及发展前

景、资产管理人如何影响和引导投资标的公

司实践和改善 ESG行为等诸多子议题，各自

从不同的行业和视角展开了详细而深刻的探

讨，多方观点碰撞出许多精彩的火花。

第二场圆桌交流主题为“全球可持续金

融发展趋势与挑战”， 由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秘书长白虹担任主持人，包括法国巴黎银行

资产管理亚太区 CEO Ligia Torres、 晨星

（Morningstar,Inc.） 中国区总经理夏小华、中

金公司股票业务部合伙董事总经理沈黎、恒

生指数行政总裁关永盛、EngagedX执行董事

兼联合创始人 Karl H. Richter等海内外重量

级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全球各国政

府、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助推全球可持续发展，在基

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等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也催生出了各种不

同形态的投资理念和金融产品，比如绿色金

融、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以及 ESG 投资等

等。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全球共有接近

31 万亿美元的资产引入了可持续投资策略

进行管理，自 2016 年以来增长了 34%，占全

球资产管理总量的 33%（数据来源： 全球可

持续投资联盟（GSIA）2018年趋势报告）。

产品发布：四大特色彰显博时中证可持续发

展 100ETF投资价值

活动当天，现场还举行了“博时中证可

持续发展 100ETF”的产品发布仪式。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ETF 已于近

日正式获批，该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中

证可持续发展 100 指数， 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 指数基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长期关于

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的成果和数据，由博时

基金定制、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发布。

该指数以沪深 300指数成份股为样本池，先

通过 6 个方面 17 个指标的筛选， 剔除不符

合资质的上市公司，再从目标驱动力、方式

创新力、 效益转化力三大方面的 57 个细分

指标进行评分， 最终评选出 100 只在经济

（E）、社会（S）、环境（E）、治理（G）方面综合

价值高的上市公司编制而成，旨在为投资者

找到长期可持续的优质投资标的。

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光华介绍， 该指数具有四大投资特

色：首先，该指数是 A 股市场第一只按照联

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结合中国五大

发展理念，综合考量了公司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综合价值，评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

指数；其次，从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 2019 年

7月 1日的回测数据显示 ，该指数相对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的年化超额收益率超过了

4%，且超额收益较为稳定；再次，可持续发展

模型构建在对标国际同行评价体系的同时，

也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落地改造； 最后，可

持续发展 100指数的成份股具有估值低、股

息率高、盈利能力强的特点，均为在各自领

域中兼具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的优秀

公司，指数具有非常好的价值投资属性。

作为博时基金近年在指数及 ETF 投资

领域的战略布局之一，通过博时中证可持续

发展 100ETF这一费用低廉、交易灵活、透明

度高的投资工具，将为投资者在国内市场中

找到长期可持续的优质投资标的，分享可持

续发展的成果。

基金投资需谨慎

2019中国可持续发展金融论坛在沪举办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 100ETF获批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