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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槿花信托不惧挑战引领变革，
始终不渝地以客户满意为首要价值。

携手开拓新商机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木槿花信托的明天值得期待。

木槿花信托将以创新引领韩国金融产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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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miGlobal(株)

3.6%

吴昌锡

82.5%

其他一般股东

13.9%

一般状况 

2003年10年1日[于2009年8月26日获金融投资业(信托业)许可]

权俊明

2942亿韩元(权益资本1356亿韩元)

339人

27.7098万亿韩元

首尔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34号POSCO大厦驿三22层	

www.mghat.com

成立日期

代表董事

总资产	

员工数

托管金额

所在地

主页

(以2021年2月1日为准)股东状况 

公司发展历程 (以2020年12月31日为准)

持股比例:	100% NP成长第5号PEF	
LP:	96.04%

关联公司 

2003
公司成立	

2016
最大股东变更为吴昌锡会长

2020
收购现代资产运用及纳入子公司体系

2009
获房地产信托业许可及开始营业

2019
投资KREITS	&	PARTNERS(PEF)

2020
权俊明就任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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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成长  财务状况  

	 (单位：亿韩元)

 第15期
(2017年)	

第16期
(2018年)	

第17期
(2019年)	

第18期
(2020年)

资产总计	 664 1,281 1,893  2,942	

负债总计 280 604 780 	1,586 

资本总计 384 677 1,113 1,356

资本金 106 116 140 	140

55亿韩元	

937亿韩元

20202010

最近四年财务状况

最近四年损益状况
	 (单位：亿韩元)

 第15期
(2017年)	

第16期
(2018年)	

第17期
(2019年)	

第18期
(2020年)

营业收益	 386 643 813 	937

营业利润 173 287 238 	232

本期净利润	 129 215 187 	307

2017 2018 2019 2020

664

1,281
1,893

2,942

资本总计	�
(单位：亿韩元)

2017 2018 2019 2020

384

677
1,113

1,356

营业收益		�
(单位：亿韩元)

2017 2018 2019 2020

386

643
813

937

本期净利润		�
(单位：亿韩元)

2017 2018 2019 2020

129

215
187

307

104亿韩元	

20202010

39人	

20202010

BBB+ / Stable
(NICE信用评价，2021年1月14日)

增长

17	倍

木槿花信托开展房地产信托业营业后
不断发展壮大。

木槿花信托基于稳定的财务结构，
实现了持续、稳步发展。

营业收益 权益资本

增长

13	倍

增长

9	倍

1,356亿韩元

339人

员工数 企业信用等级

资产总计	�
(单位：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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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客户

自2009年开展业务以来，本公司凭借各位客户的鼎力支持，营造了健全的业务环
境，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今后，为与客户携手发展，我们郑重地承诺：

首先，全力以赴为客户创造价值。
本着为客户创造利润和获得业务成功而全力以赴的理念，将公司的所有专业力量和技
术诀窍集中到客户身上。

第二，实现商品多元化。
以现有各种营销网络、公司的附属公司和关联公司、多元化的业务部门为基础，不断
改进和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商品。

第三，不断夯实客户给予的信任。
将凭借客户的关怀和支持，持续进行挑战和创新，成为客户成功的合作伙伴，不断夯
实客户给予的信任。
	
谨希望各位客户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怀和支持木槿花信托。木槿花信托将以此为基础跻
身于行业领先的房地产金融集团，为了让客户拥有更幸福的生活、让韩国拥有更美好
的明天做出贡献。

谢谢。

本着为客户创造利润和获得业务成功而
全力以赴的理念，将公司的所有专业力
量和技术诀窍全部集中到客户身上。

”

“
(株)木槿花信托

代表董事

权俊明

CEO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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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团队

李龙万
现) 木槿花集团成长发展委员会委员长					
-		 韩国财务部部长		
-			 韩国银行监督院院长				
-		 韩国外换银行行长						
-	 新韩银行行长

郑世薰 
现) 木槿花信托信托业务部门代表  
-		 木槿花信托信托业务部门副代表	
-		 韩国土地信托信托业务本部部长

权俊明
现) 木槿花信托代表董事兼社长
-		 木槿花信托信托业务部门代表
-		 韩国房地产信托开发业务室室长
-		 韩国鉴定院

吴昌锡
现) 木槿花信托会长     
-		 ICSID调停人
-		 法务法人广场伙伴律师
-		 预金保险公社非执行董事

权钟浩
现) 木槿花信托独立董事
   (社)韩国信托学会会长 
 建国大学主管教学副校长   
-	 建国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院长	
-	 韩国经济法学会会长

[监事委员长]

赵浚熙
现) 木槿花信托独立董事
 (株)松山特殊电梯会长   
-	 第23届IBK企业银行行长
-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协议会副会长	
-	 YTN代表董事兼社长

[独立董事]

赵浚熙
现) 木槿花信托独立董事
 (株)松山特殊电梯会长   
-	 第23届IBK企业银行行长
-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协议会副会长	
-	 YTN代表董事兼社长	

李启正
现) 木槿花信托独立董事
 首尔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教授   
-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法官
-		 司法研修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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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of
Revenue 
Portfolio

自公司创建以来，不断预测市场环境变化，

打造业务组合多元化。

不安于现状，着眼于长远未来，发掘未来型业务，

主动应对新的业务环境。

Business Portfolio

重构收益组合，改善公司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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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Corporate Report

部门特征 从租赁型土地信托到担保信托，
拥有行业最稳定的业务组合。

“信托业务部门力争基于稳定的业务组合，
扩大市场份额，引领零售业务等

信托业的行业范式变革。”

推进战略	

信托业务部门介绍 

· �确保和应用优秀信用
等级

· �实现关联公司协同效
应最大化

· �扩大完工担保管理型
土地信托

· �持续提高与开发商的
合作伙伴关系

· �实现小规模重建�
专业化

· �提高临街住宅维护�
业务竞争力

· �建立小规模维护业务
管理体系

· �通过新商品开发，�
开拓B2C市场

· �建立不见面担保信托
系统

扩大管理型土地信托份额 实现小规模住宅维护业务差异化 扩大零售业务

12

正在“信托”、“城市再生”和“开发与REITs”业务领域，
通过各部门的自律经营和责任经营，

创造协同效应，不断向前发展。

开展临街住宅维护业务
小规模重建

信托方式重建和再开发
开展REITs和开发业务

信托

开发与REITs	城市再生

城市再生业务部门 开发与REITs部门

处分信托

6,327亿韩元
担保信托

21.7267万亿韩元
销售管理信托

6,089亿韩元

租赁型土地信托

3,256亿韩元
管理型土地信托

4.2545万亿韩元 
管理信托

1,612亿韩元

27.7098万亿韩元 (以2020年12月31日为准)

托管金额状况

担保信托、管理型土地信托等房地产信托商品的营销与管理

与全国农畜协会等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营销网络

以金融公司、开发商、建筑公司等行业资历深厚的顾问团为
中心，开展经营活动

信托业务部门

战略业务部门

未来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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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业务部门介绍  

Business Portfolio

部门特征	
建立以金融专家为中心的6个中心和签署553项业务协议，

以此为基础构建涵盖全国的金融网络联动营销组织。

推进战略	 · �运营以金融专家为主
体的中心，扩大营销

· �运营和管理专业营销
支持组织

·  按金融机构运营定制
型组织

·  发掘2500家新网点

· �运营以主要地区为中
心的地方中心

· �建立涵盖全国的客户
服务体系

担保信托营销专业化 扩大金融网络 加强地方中心据点

全国地方中心建设状况

“战略业务部门建立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网络，
致力于实现担保信托市场份额行业第一的目标。”

首都圈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92家)	

釜蔚庆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97家)�

	江原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25家)	

大邱庆北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83家)�

大田忠清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104家)	

全北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74家)	

光州全南中心	
签署协议店铺数(78家)	

城市再生业务部门介绍

部门特征	
拥有城市维护、房地产、金融、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

力争成为从业务规划、开发到管理的
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

推进战略	 · �制定和建议资产价值
最大化战略

· �实现商品服务最大化

· �实现工程费用最小化

· 稳定地管理许可

·  调解相关人员间的�
矛盾

· 早期实现业务正常化

·  集团的管理资产达�
13万亿韩元
� -�现代资产运用
� -�KREITs投资运用

·  加强关联公司分工�
协作

·  稳定地筹集项目费用�

项目定制型服务 业务管理差异化 与金融关联公司分工协作

“城市再生业务部门力争成为以客户居住幸福为目标，
跻身于信托方式城市维护业务的领军企业。”

5050户韩国规模最大的信托方式维护业务
仁川清川二区域再开发

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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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特征	 组建专业组织，推动房地产开发和REITs业务，
完成以集团协同效应为基础的房地产金融价值链。

推进战略	

开发与REITs部门介绍  

· �创造信托与城市维护
联动协同效应

· �开拓私人租赁住宅�
市场

· �开展开发和REITs业务

· �信托公司参与和主导
型城市开发业务

· �与城市维护业务联动
的REITs业务

· �信托公司、资产管理
公司主导型公募发行

· 翻新改造业务

开拓REITs业务领域 开拓发展型(Upgrade) 业务领域 发掘和开拓新业务领域

“开发与REITs部门的目标是通过组建专业组织和
获取REITs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许可，开拓开发业务，

创造与现有信托及城市维护业务的协同效应。”

项目启动 出售和翻新改造施工和销售 租赁管理

未来业务部门介绍 

部门特征	 运营开发、建筑、金融等各领域业务资历丰富的顾问团及
木槿花信托未来创造会。

推进战略	 · �构建多种行业网络

· �提供优良项目信息

· �引导共同参与

· �运营专业管理组织
� -�信托营销组

·  运营专业顾问团
� -� �以开发、建筑、金融
专家为中心

运营木槿花信托未来创造会 运营专业信托营销组 运营顾问团

木槿花信托未来创造会

“未来业务部门的目标是
通过扩大各领域营销网络来加强营销能力。”

开发商
37人

合作伙伴公司
4人

通过行业首个外部专家网络构建房地产开发生态系统

建筑公司
23人

金融机构
29人

整体价值链协同效应

· �基于金融的实物资产投资�
专业化

· �投资对象多样化

· �投资战略最优化
� -�Core、Core�Plus等

现代资产运用和KREITs投资运用 

· �房地产开发业务专业化
� -�租赁型土地信托
� -�维护业务

· �投资工具多样化
� -�REITs联动业务等

木槿花信托



Company Overview

19

Corporate Report

18

2025愿景

고객가치를 창조하는
Leading 
부동산금융그룹

完成可持续的 	
木槿花金融集团
生态系统

Adjusting of
Revenue Portfolio

改善收益组合

Biz-model
Development

通过加强专业能力
开拓新业务

Capital 
Expansion

for
Real Estate

Financial Group

扩充资本实力
成长为房地产金融集团

通过ABC 2025实现飞跃发展

信托行业

Top 3
订单

4000亿韩元
本期净利润

1200亿韩元

Business Portfolio

木槿花金融集团2025愿景

1.1000万亿韩元
	

2400亿韩元8700亿韩元 5500亿韩元

资产总计 本期净利润净资产 营业收益

顶级房地产金融集团

实现以净利润为中心的质的发展，完成可持续的木槿花金融集团生态系统

重组订单组合 创造集团协同效应 开拓新业务

创造客户价值的 
房地产金融行业的
领军集团

· �按部门、团队建立一个盲池
基金

· �加强风险管理

· �提高成本管理竞争力

·  实现关联公司间分工协作�
最大化

·  建立一站式房地产金融平台

·  通过收购主要金融公司等，
完成金融控股体系

·  开拓B2C市场
� -�福利信托等

·  推进数字金融
� -�推出行业首个不见面信托�
� ���商品

·  设定公募型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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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model
Development

Product Introduction

拓展面向下一代的前瞻性业务领域。

通过引进和培养核心人才，扩大组织，

实现可持续增长。

通过加强专业能力开拓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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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型土地信托 

通过土地开发实现收益最大化

租赁型土地信托是一种信托予信托公司的商品，目的在于帮助没有开发诀窍和知识或资金实
力不足的土地所有人有效地利用土地创造收益。即，信托公司综合土地所有人的意见和专业
知识，筹集建设资金，营造宅基地或修建建筑物，并将他们销售或出租，将以此获得的收益
交付给土地所有人。

买受人(承租人)

金融机构

土地所有人
(委托人, 受益人)

7.	销售(租赁)
1.	信托

8.		销售价款、
租金

11.	转让所有权

6.	交付建筑物

9.	偿还资金4.	筹集资金

2.	 交付受益凭证
10.	分红
12.	信托财产

3.	工程发包
5.		支付工程价款

建筑公司

01	即使没有资金或建筑经验，也可依靠专家有效地开发土地。
02	避免业务运营带来的资金负担和程序上的烦恼。
03	实现土地所有人收益最大化。
04	通过具有公信力的业务主体直接销售和租赁标的物，提高销售收益率。

优点

实现业务实施和销售稳定性最大化  

管理型土地信托是委托人直接从金融机构及建筑公司筹集和承担项目费用的信托商品，虽然
与一般的土地(开发)信托相仿，但在项目费用筹集方式上存在差异。同时，可对冲倒闭或破产
风险，稳定地实施开发业务，并防止销售事故风险。

买受人(承租人)

金融机构

2.	交付受益凭证

4.	销售(租赁)

1.	土地贷款PF 1.	PF支付保证

6.	偿还贷款
(不超过销售收益范围)

5.	收取销售价款(租金)

01		委托人倒闭或破产时，因为信托公司是项目开发商，且信托财产作为独立财产进行单独管
理，所以保障了项目开发业务的稳定实施。

02	以信托公司的名义签署销售(租赁)合同，可预防重复合同、挪用销售价款等销售事故。
03		提前防范建筑商与开发商间发生意外纠纷(包括违约、不当行为的发生等)导致竣工及入住延

迟等问题，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实际权限。

优点

土地所有人
(委托人, 受益人)

建筑公司

1.	签署信托合同 3.	工程承包合同

7.	最终收益分红
(受托人)

管理型土地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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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维护业务 

开展稳定、高效的业务

在城市维护区内，通过基础设施维护、房屋改良、居住环境改善等再开发和重建，提升城
市价值的业务，信托公司成为项目开发商或业务代理商而开展业务。

01	从筹资到行政和技术支持业务，均由信托公司运用专业知识来处理。
02	从组合的成立到清算均委托给信托公司，可高效地管理运营重建和再开发业务。

优点

·		推荐设计服务及许可
·		与组合推进一次性业务
·		更重视与具有连续性的	

建筑公司的关系

维护项目开发商(组合或信托公司)

维护业务专业管理商 作为项目开发商，是所有决策的主体

组合的决策支持及各项业务支持 业务主体

组合的决策咨询 注册法人

组合的专业性弥补 组合会员的利益代言

各项行政业务支持

建筑公司 设计公司 其他服务公司

·	工程启动
·		工程费用的增减是与组合	

会员的利益成反比的利益	
关系

▶  与组合利益成反比的利益
结构

·		履行各项服务业务
·		律师
·		法务师
·		会计师
·		城市规划服务公司

经济、方便的先进担保制度    

担保信托是与抵押制度相比，成本更低廉、应用更方便的先进担保制度，通过房地产资产
担保可方便地获得贷款。即房地产所有人将房地产信托予信托公司获取受益凭证后，再以
此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获得贷款的信托制度。

信托财产
(担保房地产)

土地所有人
(房地产所有人)

债权人

(受托人)

3.	贷款

2.	交付受益凭证
4.	偿还

6.	信托财产变现请求

7.	结算

变现管理

1.	签署信托合同5.	解除信托合同

01	与设定抵押权相比，债务负担成本较低。
02		金融机构在决定贷款意向时，对标的房地产进行调查后发放贷款，然后对信托财产进行管

理，可方便地管理贷款债券。
03	在信托期间可免受第三类债券造成的意想不到的侵害。
04		不偿还债务时，将信托房地产换成现金，作为债务偿还金交付给债权人，剩余款分配给委托人

优点

担保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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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公信力开展稳定的资金管理  

代理业务是基于信托公司的信用及各种信息，代理客户制定业务规划、购买土地、融资、
办理业务许可、销售、管理资金等，帮助客户完成复杂的房地产整体业务的制度。

1.	签署销售管理信托
及代理业务合同

7.	结算收益

3.	签署销售合同

2.	贷款约定

4.	缴付销售价款

5.	支付项目费用

6.	偿还贷款

委托人 业务相关者
(建筑公司、 
监理公司等)

金融机构买受人 

01	基于公信力提高各种交易的成功可能性。
02		通过信托公司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能力，制定完整的业务计划，选择适当的建筑公司，缩短业

务许可办理时间。
03		若销售收入金额由信托公司代理管理时，能以信托公司的公信力消除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不安

感，促进销售并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优点

销售管理信托 

保护买受人提供业务公信力  

销售管理信托的目的在于以完全销售、工程管理、稳定性为基础，对流程复杂的商铺销售
和管理进行系统化，在根据《建筑物销售法》销售商铺等建筑物的业务上，通过受托人保
护和管理信托房地产的所有权来保护买受人权益，当委托人因不偿还债务而违约时，对信
托房地产进行变现和处分，并进行结算。

01		根据《建筑物销售法》的规定，通过减少商品销售给开发商带来的初期负担来使商品预售成
为可能。

02		通过避免因尚未确保项目用地、建筑许可等而给买受人造成损失，实现销售过程的透明度和
交易稳定性。

03	作为买受人权利保护措施的手段，致力于提高销售率。

优点

委托人
与业务有关的利益相

关者(建筑公司等)

许可机构 买受人
优先受益人
(金融机构)

2.	签署工程承包合同

7.	执行	
项目费用

1.	贷款约定

9.	结算收入

8.	偿还贷款

3.
申
请
销
售
申
报

4.
受
理
销
售
申
报

5.
签
署
销
售
合
同

6.	
缴
付
销
售
价
款

1.	签署销售管理信托合同
和代理业务合同

(受托人)

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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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理房地产的合理工具   

木槿花信托的管理信托是通过专业化的房地产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房地产价值的商
品，共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所有权、租赁、设施维护、法务及税务等管理，对信托房地
产进行综合运营管理的甲种管理信托，第二种是只管理信托财产所有权的乙种管理信托。

承租人(租户)

土地所有人
(房地产所有人)

2.	租赁合同

(受托人)

3.	租金

1.	签署信托合同

4.	信托财产

签署信托合同
管理服务公司

[甲种管理信托]

[乙种管理信托]

委托人
(房地产所有人)

1.	签署信托合同

(受托人)2.	 	所有权管理结束后	
移交信托财产

01	基于信托公司的公信力和营销网络，提高房地产的价值和收益。
02	专业、高效地管理房地产，大幅降低房地产管理成本。

优点

处分信托

运用各种促销技巧和信息网络创造卓越绩效  

处分信托是指大型房地产、高价房地产、权利关系复杂的房地产等处分难度高的房地产所
有人，将其房地产信托予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寻找合适的需求人稳定地处分房地产
后，将处分价款交付给收益人的商品。该商品不同于一般中介商品，因信托公司受托房地
产而拥有出卖人的权利及地位，所以是令买受人放心购买房地产的一种制度。

承租人(租户)

房地产所有人
(委托人、受益人)

买受人
(受托人)

1.	签署信托合同

5.	交付收益 2.	签署买卖合同
3.	收取买卖价款
4.	转让所有权

租金 租赁合同

01	对于结算余款需要较长时间的房地产，可以维持安全的所有权。
02	与一般中介处分不同，具有公信力的信托公司成为出卖人，保证了买受人的购买安全性。
03	可合理、迅速、安全地处分房地产。

优点

管理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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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

顾问 

基于专业的资产管理和科学的投资技巧来创造稳定的收益。

REITs是指从众多的投资人那里募集资金并投资和运用于房地产，将产生的收益(租赁收入、
出售差价、开发收益等)分配给投资人的公司或投资信托。

投资人(机构、个人)

REITs

投资和分红

购买建筑物 设施租赁

买卖价款 租金

出卖人 承租人

资产保管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AMC) 一般事务管理公司

借款和利息

建议房地产利用的最佳方案及融资方法

根据客户的委托，房地产专家对房地产利用进行调查和分析，建议房地产开发或利用的最
佳方案和融资方法。

委托人

1.	委托 2.	拟定报告

承租人(租户)

01	通过选址、项目可行性分析等，建议最有效的房地产利用方案。
02	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等相关法规及税制提供咨询。
03	对委托房地产的开发、销售、购买、租赁、交换等提供支持。

优点

管理、运营战略选定最佳方案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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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Expansion for 

Real Estate 
Group

通过关联公司价值链的连接，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

确保了差异化的业务竞争力。

力争基于与现代资产运用和

KREITs投资运用的分工协作关系，

不断拓展业务领域。

基于集团的协同效应，
提供差异化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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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产运用

公司发展历程

2020
股东变更为	
株式会社木槿花信托

总公司搬迁(全经联会馆38层)

2019
与国民年金签署MOU

2017
股东变更为
Keystone金融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016
纳入KB金融集团关联公司体系
(KB金融控股收购现代证券)

2008
公司成立(现代证券出资100%)

公司名称 现代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资本金 300亿韩元

成立日期 2008年11月24日

员工总数 159人(以2021年2月28日为准)

组织架构 6个业务领域、15个业务部门、3个团队、32个本部、50个组

公司概况

资产管理公司(AMCO)

房地产和特别资产金融领域咨询
房地产和特别资产金融领域基金

管理

开发投资(DI)

房地产项目开发
房地产和特别资产金融领域基金管理

房地产开发业务咨询与顾问

REITs

REITs成立与管理
房地产基金及委托资产管理

愿景

尊重客户
Respect

面向客户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来自客户的评估
Reputation

核心价值

2025愿景

口号

金融走向现代，现代走向世界！

全球资产管理与资本公司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 Capital Firm)

主要业务 现代资产运用的目的是以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提供最佳投资解决方案的资本公司。
从传统资产到替代资产，提供涵盖管理和顾问的广范围的金融服务。

投资组合

[英国] 爱丁堡
Leonardo办公室

[德国] 慕尼黑
大众物流中心

[美国] 丹佛
百老汇大厦

[韩国] 松岛
IBS大厦

私募股权(PE)

成立PEF和普通合伙人(GP)业务
PEF基金管理

资产管理(AM)

传统资产(股票、债券、Quant)管理
替代资产(国内外房地产、特别资产)

管理

企业金融(IB)

房地产和特别资产金融领域咨询
房地产和特别资产金融领域基金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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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ITs投资运用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KREITs投资运用(代表董事Jung Daehwan)

资本金 175亿韩元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

员工总数 26人(以2021年2月28日为准)

组织架构 3个部门、3个本部、11个组

公司发展历程

2019
公司名称变更	
为“KREITs投资运用”

2019
金融委员会专业私募集合投资业兼营注册

2018
公司办公楼搬迁(汝矣岛SK证券大厦)

2014
公司办公楼搬迁	
(乙支路Pine	Avenue)

2007
获韩国国土交通部AMC成立许可

主要业务 KREITs投资运营是一家专业房地产管理公司，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提升投资房地产价值。

凭借对办公楼、物流中心、零售、房屋租赁、酒店、高尔夫球场等市场的洞察力和差异
化战略，向客户提供各种投资机会。

REITs

成立REITs和管理资产

房地产基金

房地产基金的设定与管理

项目金融投资公司(PFV)

根据公司税法成立项目金融投资
公司(PFV)和管理资产

投资组合

盆唐M大厦
房地产基金

薮内金融大厦
房地产基金

THE RAUM Penthouse
PFV/AMC

江东绿色大厦
REITs

愿景

我们首先站在投资者的	
立场上思考和行动。

我们总是以正直和诚实的	
态度履行绩效责任。

我们满怀热情地争取创新，
即使失败也不会停止挑战。

核心价值

2025愿景 

价值动因

打造人才最想工作的资产管理公司。

二级资产市场的领军企业

将投资者放在首位，并始终致力于投资价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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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 Action   

BBB+/Stable 

Rating Action Effective Rating 

Rating Action 

Type 

Date 

Issuer credit rating (KRW/FC) 
Initial rating 

14 Jan 2021 

Issuer credit rating (KRW/FC) 

 

BBB+/Stable 

 

 

PROFILE Rating history 

Type Performance Outlook 

 

Business risk BBB BBB 

Financial risk BBB A  
Outlook/ 

Other rating factors 
 + 0 -   

Affiliate factors  + 0 -   
 

Based on audit reports and business reports 
PPOP = operating income + expenses related to loans and etc. – revenues related to loans and etc. + contribution to specific provision for doubtful debts (regarding 
lawsuits) – reversal of specific provision for doubtful debts (regarding lawsuits)   
Risk asset coverage = (Provision for doubtful debts + equity) / (Lending to trusts + marketable securities and etc. – low risk loans including investments in bonds 
under repurchase agreements) * 100 
Fee income M/S refers to the share of Mugunghwa Trust’s fee income relative to the total fee income of fourtee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the fee income of 
Shinyoung Real Estate Trust is not included as it has not disclosed the recent quarterly report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0). This is due to its different closing date.)    
 

Rationale 

Rating 

 It stays competitive in management-type land trust and trusts other than land trusts 

 While bad debt risks are low thanks to the business portfolio, litigation risk exists  

 Profitability indicators remain strong thanks to an increase in new orders 

 Its asset quality remains strong with good capital adequacy 

 The Company is unlikely to run into a short-term liquidity risk considering its equity on hand 

Outlook 
 Its busines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would remain stable based on its sound business portfolio 

focusing on management-type land trusts·trusts other than land trusts 

Key Financial Indicators 100 Mill. KRW 

Accounting Standards K-IFRS K-IFRS K-IFRS K-IFRS K-IFRS K-IFRS 

Financial statements Non-consolidated basis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9 

Pre-Provision Operating Profit (PPOP) 85  135  180  290  274  172  

Net income 59  104  129  215  187  231  

Total assets 255  370  664  1,282  1,893  2,862  

Total borrowings 0  0  140  351  404  1,047  

Equity 183  271  384  677  1,113  1,283  

PPOP ratio (%) 39.9  43.2  34.7  29.9  17.0  8.7  

ROA (%) 27.5  33.2  24.9  22.1  11.7  11.7  

Risk asset coverage (%) 142.8  741.7  98.1  92.1  136.3  65.6  

Lending to trusts/Equity (%) 67.1  10.9  37.3  63.9  28.0  81.2  

Debt ratio (%) 39.5  36.8  73.0  89.2  70.1  123.1  

Fee income M/S(%) 4.1  3.9  4.4  6.4  7.9  8.4  

贴近客户的木槿花信托

感动客户

始终以客户为本，
实践感动客户的金融机构。

引领变革

不惧怕挑战，
引领变革的金融机构。

培养专家

不断学习，
并培养优秀专家的金融机构。

公平透明

以公平透明的业务处理，
而备受客户信赖的金融机构。

·	本公司有义务对信托合同进行充分的说明，请投资者在投资前充分听取此类说明。
·	信托合同可能出现本金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