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项目 
 

项目简介 
 
    这是最受欢迎的债转股项目，EB-5 投资者以抵押贷款方式投资位于成熟商圈内的

综合购物广场，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投资者得到 1.6 倍于投资额的购物广场全部产

权之第一顺位抵押权，以保障资金安全。5 年投资期满，已获得永久绿卡的 EB-5 投资

者可选择收回 50 万美元现金，或以低于成本价取得带租约运营中购物广场的相应股权

作长期投资；购物广场的租金回报率为 11.2%，非常适合供子女在美国上学的家庭，

也足够全家在美国居住的全年生活费用，因此是绝无仅有的投资良机。 

 

 

项目优势 
 
 拥有债转股选择的优质项目，1 年即创造 652 个就业机会，提前确保永久绿卡 

 以 4000 万美元优质资产为 2500 万美元 EB-5 贷款作抵押，资金安全有可靠保障 

 可收回 50 万美元现金或选择超低价取得带租约购物广场的相应股权作长期投资 

 生意兴旺、租金稳定的购物广场不仅年收益达 11.2%，更具有巨大的增值空间 

 

美国零售业与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 
 

2011 年，美国零售业增长达 8%，是 12 年以来最大年增长，总额为 4.7 万亿美元，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 31.15%；素有竞争和创新传统的美国零售业，



在经济危机中不仅没有垮掉，反而逆势而上、率先回暖，迅速适应了经济形势和消费

需求的转变，通过业态调整及努力创新，实现了强劲复苏，对整体经济起到巨大的拉

动作用。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位于高速发展中的南加州河滨郡，这里是典型的美国阳

光带，经济欣欣向荣，人口快速增长，过去 10 年的人口增长率达 41.7%，为全加州第

一；大量增加的年轻人口及当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带动了零售业的持续增长（据

人口统计，河滨郡 2011 年人口为 221.7 万，2020 年将达 265 万）。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

位于繁忙的 111 号公路，日均车流超过 8 万辆，其所在地是南加州繁华市中心的成熟

商圈，交通便利、人流兴旺；购物广场占地面积 810500 平方英尺，可出租面积 214689

平方英尺，周边聚集了各种类型的零售及餐饮企业，还有美国西岸最大的银行 Wells 

Fargo（富国）及 Chevron 加油站（雪佛龙）；全球最大的管理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www.cbre.com/CS/Pages/Home.aspx）将提供专业策划、管理及推广服务，其丰富管理

经验及现代商场运营理念将保证购物广场的高出租率及稳定租金收入；选址优势及先

进管理保证了购物广场的稳定客流，也充分发挥了成熟商圈的集聚效应，带来大量相

互渗透的目标消费客源。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将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为消费者提供一

站式购物的最佳乐趣和享受，同时巩固其作为南加州最繁华商业广场之一的优势地位。 

 

 

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项目（富腾 8 号项目） 
 

本项目位于南加州 111 号公路与 Monroe 大道交汇处（82227 US Highway 111, Indio 

CA 92201），由 4 家相连的商场及配套停车场组成，占地面积 810500 平方英尺（75298

平方米），可出租面积 214689 平方英尺（19945 平方米）；其中一家商场已与全美最大

的工具设备零售商 Harbor Freight Tools 签订长期租约（www.harborfreight.com），另一



家商场的 37 家商店中，部分签有租约并在经营中，其余面积为 150000 平方英尺的商

店和两家商场已收到多份包括沃尔玛等大型连锁零售企业的意向租约，将通过合资方

式与项目公司共同经营，以创造直接就业。本项目将创造 652 个全新就业机会，超过

EB-5 法案要求；项目开发商为美国富腾投资集团（www.v-eb5.com），承建商为上海建

工集团（美洲）有限公司（www.scgamerica.com/aboutus.html），整个购物广场将在近期

内进行升级改造，承建商保证将于 1 年内完成全部工程。 

 

债转股项目及投资架构 
 

项目总投资为 4000 万美元，其中开发商已投入 1500 万美元购入土地及物业；本

项目产权清晰，没有任何负债。EB-5 融资额为 2500 万美元，共 50 位投资者，每位 50

万美元，投资期 5 年，共同组成有限合伙公司，分别持有相应股权；有限合伙公司向

项目公司提供 5 年期抵押贷款，EB-5 投资者通过有限合伙公司得到项目全部资产的第

一顺位抵押权，以保障资金安全；贷款资金将用于项目的升级改造及合资经营。投资

期满时，EB-5 投资者可选择收回 50 万美元现金，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取得带租约购

物广场的相应股权作长期投资；由于购物广场的租金年收益达 11.2%，且以超低价购

入，因此有很大的增值空间。 

 

永久绿卡的保证 
 
 合资经营的项目将创造 652 个全新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为直接就业机会；本项

目就业需求仅为 500 个，项目为每位投资者创造 13 个就业机会，超过 EB-5 法案

要求，确保每位 EB-5 投资者都按时获得永久绿卡。 
 

 由于大型零售企业的争相入驻，合资经营的项目在短期内即可投入运营，并且商

场改造工程 1 年内即可完成；因此本项目将提前满足 EB-5 法案的就业要求，创造

足够就业机会，确保投资者于 2 年后获得永久绿卡。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资深移民大律师麦希那博士（Dr. Vincent Messina），前美国

移民总局副局长约翰·休诺德先生（John Schroeder）亲自为本项目 EB-5 投资者提

供法律服务，将最大程度地确保每位投资者的移民申请获得成功。 
 

 上海建工集团（美洲）有限公司已有 10 多年在美国承建工程经验，以其施工能力

和技术力量，有绝对把握保证按时完成升级改造工程，确保项目短期内投入运营，

提前完成创造就业目标，保障 EB-5 投资者获得永久绿卡。 

 

 

 

http://www.v-eb5.com/


资金安全的保障 
 
 零售业的强劲复苏、消费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商场的选址优势都保证了全年稳定

的客流，大型零售企业的争相入驻使项目的年收益达 11.2%；稳定的营业收入可保

证项目的正常持久运营，因此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项目产权简单清晰，没有任何债务；EB-5 投资者组成的有限合伙公司拥有价值 1.6

倍于贷款额的项目资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抵押物为成熟商圈内的运营中商场，

有稳定现金流，因此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具有充分保障。 
 

 投资者拥有债转股选择，在成功运营 5 年后，以超低价取得带租约运营中商场的

相应股权作长期投资；商场目前年收益为 11.2%，即使扣除管理费用，投资回报率

还是十分可观，不但保证了资金安全，也是绝佳的投资良机。 
 

 商场的土地加建筑成本至少为 250 美元/平方英尺，经 5 年成功运营后更有可观升

值，而投资者的换购价格仅为 200 美元/平方英尺，是不可多得的抄底机会；也可

为投资者带来可靠稳定的租金收入，是保证资金安全的最好选择。 

 

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及周边商场、银行、加油站等部分品牌 
 

 

 

 

 

 

 

 

 

 



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相关企业简介 
 

注 1：CBRE：世邦魏理仕是拥有 200 多年历史的全球地产行业的领导者，世界 500 强

企业，美国商业周刊企业 50 强和财富杂志发展最快企业 100 强，分公司遍布世

界各地，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管理公司；CBRE 负责为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提

供招租、管理、推广等专业服务。（www.cbre.com/CS/Pages/Home.aspx） 
 

注 2：Wal-Mart：沃尔玛是全球零售业巨头，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一，2011 年销售额

为 4190 亿美元，其 10,000 多家大型商场遍布 27 个国家，员工超过 220 万；沃尔

玛通常选址于客流密集的黄金地段，每周光临沃尔玛的顾客达 2 亿人次；沃尔

玛已经向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提供了意向租约。（www.walmartstores.com） 
 

注 3：Harbor Freight Tools：美国最大的工具和设备零售商，在全美各地开设了 380 多

家连锁商场，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美元，拥有 2000 多万客户；Harbor Freight Tools

已与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签订了 15 年长期租约，其租用的 20000 平方英尺商场正

在进行装修，定于 2012 年 9 月开张营业。（www.harborfreight.com）  
 

注 4：Dollar General：全球零售业排名第 7，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 183 位，2011 年销售

额为 148 亿美元，在全美 40 个州开设了 10000 多家连锁折扣商场，主要销售聚会

用品、零食、保健品、美容护理产品、季节商品、家居用品、玩具等；Dollar General

已经向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提供了意向租约。（www.dollargeneral.com） 
 

注 5：Ross Dress For Less：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 303 位，2011 年销售额为 78.6 亿美元，

在全美 27 个州开设了 988 家服装及日用品连锁折扣商场，主要销售各种服装、鞋

类、床上用品、家具、珠宝、美容产品、塑料制品等；Ross Dress For Less 已经向

南加州综合购物广场提供了意向租约。（www.rossstores.com） 
 

注 6：上海建工集团（美洲）有限公司：大型国企上海建工集团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已有 10 多年在美承建工程经验，长期保持按时按预算完工的良好记录，其杰出

的施工质量享有良好声誉；上海建工集团（美洲）有限公司受聘为南加州综合购

物广场升级改造工程的承建商。（www.scgamerica.com/aboutus.html） 

 

常见问题 
 

1. 什么是债转股项目？ 
 

股权投资因项目运营的不确定性而承担绿卡及资金风险，债权投资为

保障安全而失去项目的成长收益，债转股项目则两者优势兼具；首先投资

者以债权投资可靠地保障了绿卡及资金安全；在获得永久绿卡后，经审阅

http://www.cbre.com/CS/Pages/Home.aspx
http://www.walmartstores.com/
http://www.dollargeneral.com/
http://www.rossstores.com/


多年的财务报表，然后投资者才明智地决定是收回全额资金，还是转为股

权投资。债转股项目不仅保证了绿卡及资金安全，还能实现投资增值，是

攻守兼备的绝佳选择。 
 

2. 为什么选择收入稳定的项目？ 
 
    只有收入稳定的项目才能保持正常持久的运营，这样投资者于 2 年后

的永久绿卡、5 年内的资金安全及按时退出才有可靠保障，因此 EB-5 项目

必须收入稳定。本项目的合资企业或租户均为大型连锁零售企业甚至世界

500 强企业，且都为 15 至 30 年的长期合约，收入非常稳定并保持增长，

因此本项目是 EB-5 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3. 项目有哪些退出机制？ 
 
    1）再融资：由于项目产生健康现金流，没有任何债务，因此很容易

获得银行再融资以偿还 EB-5 贷款；2）出售产权：根据贷款协议必须按时

还款，否则将以出售部分优质资产的产权来偿还贷款；3）股权投资：根

据贷款协议，投资者可选择将债权转为股权，以原投入价按比例转为相应

股权，享受稳定的投资回报。 
 

4. 为什么永久绿卡有可靠保障？ 
 

按照 EB-5 法案，投资者于 I-829 解除条件时必须满足创造 10 个就业

机会的要求以取得永久绿卡。本项目与大型连锁零售企业以合资方式经营，

完全符合美国移民局的最新就业政策，创造的就业机会远高于法案需求，

并将于 1 年内全部投入运营，提前为投资者满足 EB-5 法案要求；因此本

项目每一位投资者的永久绿卡都有可靠保证。 
 

5. 为什么资金安全有可靠保障？ 
 

按照 EB-5 法案，投资者必须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还款担保或

保险都不合法。唯有以下途径才能合法保障资金安全：1）选择债权而非

股权投资，避免承担经营风险；2）以抵押贷款保障资金安全；3）实物资

产抵押物，价值高于贷款额；4）第一顺位抵押权，没有银行贷款或基金

参与；本项目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因此资金安全有可靠保障。 
 

6. 为什么按时还款有可靠保障？ 
 

EB-5 资金的退出方式以银行再融资最易实现，优质的 EB-5 项目应有

能力短期内满足再融资条件，以降低风险；银行再融资的条件为：项目完



成建设，按时开张营业，实现稳定收入；凡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银行

都愿意提供贷款。本项目在 1 年内即满足以上条件，因此 EB-5 资金的按

时还款得到可靠保障。 
 

7. 为什么抵押物必须是实物资产？ 
 

资产抵押是保障 EB-5 资金安全的合法途径，贷款抵押物必须是可保

值、易变现的有形实物资产，才能有效保障资金安全。抵押物价值必须高

于贷款额，万一发生意外需要清偿时，贷款资金的安全才有保障。本项目

贷款抵押物为拥有产权的商场、土地等实物资产，投入运营后的商业价值

近 6000 万美元，因此 EB-5 的资金安全才有可靠保障。 
 

8. 什么是第一顺位抵押权？ 
 

第一顺位抵押权是指贷款项目发生意外时投资者拥有的优先清偿顺

序；凡有银行贷款或基金参与的项目，EB-5 投资者必将失去重要的第一

顺位抵押权，资金安全将缺乏保障；因此第一顺位抵押权是保障 EB-5 资

金安全的重要条件。本项目没有银行贷款或基金参与，EB-5 投资者拥有

第一顺位抵押权，因此资金安全有可靠保障。 
 

9. 为什么选择产权结构简单的项目？ 
 

美国虽然法制健全，但冗长复杂的法律程序经常旷日持久，费用高昂；

当拥有第一顺位的银行或基金清偿完毕后，EB-5 投资者所面对的剩余资

产往往难以保障资金安全；因此投资者应选择没有第三方参与、产权结构

简单的 EB-5 项目。本项目产权结构简单，无需经任何法律程序，由 EB-5

投资者组成的有限合伙公司是项目全部资产的唯一债权人。 
 

10. 为什么项目必须有确定的完成日期？ 
 

EB-5 项目必须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才能实现经济报告的创造就业

目标，确保投资者获得永久绿卡；项目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后，EB-5 资

金即无需继续承担建设风险；有稳定收入的项目才符合银行提供再融资的

条件，从而保证了 EB-5 资金安全返还。本项目确定于 1 年内完成，因此

EB-5 投资者的永久绿卡、资金安全及按时退出都得到可靠保障。 
 

11. 为什么项目能确保按时完成？ 
 

本项目是现有商场的翻新改建，主要为内部装修，工程量小且无技术

难度。承建商上海建工集团是大型国企，具有丰富施工经验和雄厚技术力



量，在美 10 多年中，完成了中国使领馆、大型商业地产、酒店等众多工

程；由于项目已得到承建商的完工保证，因此能确保按时完成。 
 

12. 为什么项目要选址正确？ 
 

EB-5 的成功取决于项目，项目的成功取决于正确选址；由于自然条

件或历史原因，美国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发展并不平衡；部分 EB-5 项

目位于人口稀少的农业地区，或衰退中的高失业地区，甚至在城市的黑人

聚居区！EB-5 是创造就业的项目投资，必须保证项目成功，才能确保 EB-5

投资者获得永久绿卡！因此，成功的项目必须选址正确。 
 

13. 为什么选择南加州的成熟商圈？ 
 

既符合 TEA 标准（目标就业区），又具有商业投资价值是 EB-5 项目

的最佳投资地点。本项目位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南加州繁华市中心，日均车

流量达 8 万辆，覆盖的消费人口达 200 多万，并受益于商圈内所集聚的大

量客流；长期稳定的营业收入将保证项目的健康持久运营，所以选择南加

州的成熟商圈是项目成功的可靠保证。  
 

14. 为什么项目能保证按时还款？ 
 

1）项目 1 年即投入运营，稳定的租金及营业收入将保证取得再融资，

以偿还 EB-5 贷款；2）正常运营后，项目的商业价值高达近 6000 万美元，

仅需出售部分资产，就足以偿还全部 EB-5 贷款；3）债转股选择使投资者

立于不败之地，以 5 年前市场最低点的超低成本价，换购升值后拥有高回

报率的商场股权，还实现了资产增值！因此项目能保证按时还款。 

 

麦希那大律师 
 

资深移民大律师 Dr. Vincent Messina（麦希

那博士）现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并长期担任

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法律顾问，是美国移民法

及 EB-5 的法律专家；他协助美国移民局创立了

边防规章制度、参与制定移民法、设计了转化绿

卡的表格（I-485）。正是在麦希那大律师的建议

下，移民局放宽了 EB-5 法案中每位申请者投资

50 万美元的具体形式及创造 10 个就业机会的计

算方法；他还亲自协助 EB-5 法案放宽后首批投



资者的移民申请成功获批，同时指导了位于纽约、洛杉矶和迈阿密的诸多

EB-5 区域中心的创建和运营；自美国 EB-5 投资移民法案施行至今，麦希

那大律师为改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裁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麦希那大律师拥有纽约大学法学和税法博士学位，具备卓越的税法经

验，在美国业界享有盛名，是大企业争相聘请的税法顾问；麦希那大律师

拥有美国多个联邦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律师执照，由他负责 EB-5 移民申请，

凭借其高超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可帮助富腾 8 号项目投资者的

移民申请最大程度地获得成功。

(www.messinalegalgroup.com/index.php/our-team/dr-vincent-j-messina) 

 

约翰·休诺德副局长 
 

John Schroeder（约翰·休诺德）先生是刚离

任的美国移民总局副局长，在移民总局任职的近

40 年内，参与了多项重要移民法案的制定，尤其

是全程参与了 EB-5 投资移民法案的创立。休诺

德先生曾担任美国移民总局绿卡审核批准处长、

政治庇护处长等要职，在移民总局副局长职位离

任；美国移民局许多现任高层主管都是他亲自选

拔和培养的，休诺德先生为美国移民法的发展与

完善及移民总局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休诺德先生现任富腾区域中心法律顾问，负责富腾 8 号项目及法律文

件的设计、组织与申报，以确保完全符合移民局相关法规；休诺德先生以

其丰富的从业经验及其对移民局审案惯例和作业程序的熟知，可帮助 EB-5

投资者的移民申请最大程度地获得成功。

(www.messinalegalgroup.com/index.php/our-team/john-schroeder) 

 

引领经济复苏的美国零售业 
 

美国是全球零售业最发达的国家，无论其经营水平、市场规模、业态

种类、形式创新，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零售业是美国吸纳劳动力的主渠

道和蓄水池，就业人数占企业就业总人数的 13%以上，对美国经济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零售业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创新，

实现了迅速回暖，对经济复苏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2010 年美国零售业销

http://www.messinalegalgroup.com/index.php/our-team/dr-vincent-j-messina


售总额为 4.5 万亿美元，比 2009 年增长了 6.6%；2011 年美国零售业销售

总额为 4.7 万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8%，为 12 年以来最大年增长，占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 31.15%；零售业的强劲复苏，显示了

消费者的信心增加，也反映出美国经济逐渐向好的趋势。为适应经济形势

和消费需求的变化，零售业近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1） 百货公司向专精化发展：不少著名百货公司由大而全经营方式向

专业化、高档化、精品化方向转型，与超市的大众化商品形成互补；其选

址位于大型购物广场内，与综合超市、品牌专卖店、餐饮、休闲设施等，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2）综合超市向差异化发展：一批州级连锁超市依据产业链优势，在

竞争中形成了以生鲜食品为主打产品的鲜明特色，其产品品质较高，在本

地居民中有较好口碑和市场份额；经营有特色，发展主打生鲜食品的连锁

超市仍然前景可观。 
  

3）名牌产品直销广场（Outlets）遍布全国：直销广场以折扣价销售

过季商品，既满足了顾客追求名牌的心理，也提高了企业的库存周转率，

是广受欢迎的销售模式；这类直销广场属于大型连锁企业，其销售模式处

于不断上升的阶段。 
  

4）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所占比重上升：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的特点

是价格低、品质好；自有品牌商品已经成为零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许

多消费者的购物首选，其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目前美国超市中 40%以上

的商品为自有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