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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证监会、住建部——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 审核设绿色通

道 

【点评】中国证监会、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住

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这是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之后，两部委联合下发的首个落地文件。有利于

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资产管理新规出炉 ——险资将加大资产证券化投资力度 

【点评】资管新规的出炉，意味着资管业建立起统一的“游戏

规则”。从保险资管行业的角度来看，新规带来的变化既有机遇，

也有挑战。资管新规明确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受此次监管约束，

预计险资将加大资产证券化投资力度。 

 PPP 模式聚焦旅游重点领域 ——社会资本需有更高要求 

【点评】部分公司推进旅游 PPP 项目的过程中，由于项目规模

较大、贷款金额较高和增信担保等问题造成项目贷款难等。《关

于在旅游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精准

瞄向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将进一步助力旅游 PPP产业发展。 

大公资信结构融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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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提速超预期 ——国内首单百亿元 REITs 首期

成功发行 

【点评】碧桂园集团成功发行租赁住房 REITs 首期产品，为解

决房企在住房租赁市场投入高、回收慢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 

 全国首单高等院校 PPP-ABS 成功发行 

【点评】山财大莱芜校区 PPP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填补了 PPP 领

域国内高等院校 ABS 产品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历史

意义。 

 国内首单专业化机构托管长租公寓类 REITs 获批 

【点评】中南菩悦浦寓类 REITs 的顺利通过，对加快推进租赁

住房市场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 

 上交所发布暂行办法 ABS 可质押 

【点评】将 ABS 纳入三方回购质押库，有助于减少 ABS 流动

性溢价，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51 只，产品总额 1,470.34 亿

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 只，产品总额 651.68 亿元；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39 只，产品总额 779.80 亿元；资产支持

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4 只，产品总额 38.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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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51 只，产品总额 1,470.34 亿元，较上期下降 4.58%。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只，产品总额 651.68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个

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39 只，产品总额 779.8 亿元，

基础资产类型为基础设施收费、小额贷款、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保理融资债券、租

赁租金、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委托贷款；资产支持票据（ABN）

产品共发行 4 只，产品总额 38.86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应收债权、租赁债权、票据收

益。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产品类型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基础资产类型 

信贷资产证

券化 
651.68 8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 

企业资产证

券化 
779.8 39 

基础设施收费、小额贷款、应收账款、信托受

益权、保理融资债券、租赁租金、不动产投资

信托 REITs、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委托

贷款 

资产支持票

据（ABN） 
38.86 4 应收债权、租赁债权、票据收益 

合计  1,470.34 51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的 51单产品中，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为 6单，发行总

额为 581.68 亿元，在总发行额中的占比为 39.56%；以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3

单，发行总额为 263.17亿元，占比为 17.90%；以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单发行

总额为 100.00 亿元，占比为 6.80%；以租赁租金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7单，发行总额为

84.45亿元，占比为 5.74%；以汽车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单，发行总额为 70.00 亿

元，占比为 4.76%；以融资融券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 单，发行总额为 40.00 亿元，

占比为 2.72%；以企业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5 单，发行总额为 191.6 亿元，占比为

13.03%；以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总额为 17.17 亿元，

占比为 1.17%；以租赁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13.47 亿元，占比为

0.92%；以应收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单，发行总额为 15.39亿元，占比为 1.05%；

以基础设施收费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单，发行金额为 16.33 亿元，占比为 1.11%；以信

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单，发行金额为 43.61 亿元，占比为 2.97%；以保理融资

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单，发行金额为 12.41 亿元，占比为 0.84%；以票据收益为基

础资产的产品有 1单，发行金额为 10.00亿元，占比为 0.68%；以委托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产品有 1单，发行金额为 11.06亿元，占比为 0.75%。 

（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8 年 4 月，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级别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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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提速超预期 国内首单百亿元 REITs 首期成功发行 

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提速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在 4月 25日中国证监会、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的两天内，我国首

单百亿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中联前海开源-碧桂园租赁住房一号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下称“碧桂园租赁住房 REITs”)于 27 日首期 17.17 亿元成功发行。 

碧桂园租赁住房 REITs首期产品规模 17.17 亿元，优先级规模 15.453 亿元，发行利

率 5.75%，这是目前市场上发行量最大的租赁住房 REITs产品，产品规模 100 亿元，采取

储架审批、分期发行机制，优先级评级 AAAsf。储架发行机制核心在于一次核准、多次发

行，有助于简化审核程序，也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发行成本。碧桂园集团进行一期产品发

行工作过程中，各区域中心同时已经在争相筹备二期拟入池资产，这正体现出储架模式

对有实力的发行人的产品意义所在，反映出金融创新对住房租赁业务的实际推动价值。 

【点评】碧桂园集团成功发行租赁住房 REITs 首期产品，为解决房企在住房

租赁市场投入高、回收慢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探索房地产开发企业从“开

发-销售”传统模式向“开发-运营”新型模式的转型发展。“储架发行”的获批

“额度”及“两年”的有效期为碧桂园持续通过自建、改建、收购等方式组织房

源形成租赁住房供应并开展证券化运作提供了动力。 

要闻 2：全国首单高等院校 PPP-ABS 成功发行 

2018年 4月 26日，莱芜华瑞城投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山财大莱芜校区

PPP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发行。发行规模 6.7 亿元，其中优先 01-10 档，规模合计

6.37亿元，AAA 评级；次级档 0.33亿元。该专项计划涉及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PPP 项

目为财政部第三批次国家示范项目，由社会资本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与莱芜

市政府联手打造。该 PPP 项目的资产证券化填补了 PPP 领域国内高等院校 ABS 产品的空

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历史意义。 

【点评】PPP 项目一般运营时间较长，资产流动性低，项目盘活渠道狭窄，

这极大的影响了社会资本方参与 PPP 项目的积极性。资产证券化最直接的作用就

是盘活 PPP 项目存量资产，为社会资本提高资金周转率及项目投资回报率，将有

利于增加 PPP 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该 PPP 项目的资产证券化填补了 PPP 领

域国内高等院校 ABS 产品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闻 3：国内首单专业化机构托管长租公寓类 REITs 获批 

4月 25日，中南菩悦浦寓类 REITs获深交所评审通过，成为国内首单由专业化机构

托管的长租公寓类 REITs。拟发行金额 3.6 亿元，由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承销商和管理人，该产品是国内首单由专业化机构托管的长租公寓类 REITs。 中南

菩悦浦寓类 REITs 物业资产为浦寓集中式公寓，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辐射板块，由中南

菩悦（中南集团和菩悦资产合作的地产基金创新平台）投资并持有，引入专业化机构化

公寓运营商小寓科技旗下安间（寓见升级版企业）担任物业运营方，通过集中化、规模

化运营，提升租赁住房品质，满足了居民多层次居住需求。 

【点评】中南菩悦浦寓类 REITs 的顺利通过，对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市场建设

具有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资产证券化方式对“租赁型资产管理业务”的融资通

道和退出渠道方面有着“创新意义”，完善了住房租赁市场金融配套体系，实现

了租赁住房“投融管退”完整商业模式闭环，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

续的原则下，为住房租赁企业融资开拓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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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4：上交所发布暂行办法 ABS 可质押 

 4月 24日，上交所、中证登正式公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债券质押式三方回购交易及结算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三方回购是债

券市场重要的回购业务品种。三方回购的推出，是上交所和中证登完善多层次回购市场

体系的重要途径，旨在为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安全、高效、便捷的资金融通平台。值

得注意的是，上交所与中证登将 ABS（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了质押券篮子。此前由于 ABS

没有被纳入交易所债券质押库，二级市场成交不活跃，在产品发行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

流动性溢价。 

【点评】将 ABS 纳入三方回购质押库，有助于减少 ABS 流动性溢价，对资产

证券化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 ABS 发展持鼓励支持态度，有利于拓宽机构

融资渠道，降低 ABS 发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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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市场热点 

 证监会、住建部：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 审核设绿色通道 

4月 25日，中国证监会、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

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开展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

政策优先支持领域、资产证券化开展程序以及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等作出明确，并将在审

核领域设立“绿色通道”。 

《通知》明确了开展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优先和重点支持领域，明确

优先支持大中型城市、雄安新区等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区域和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

住房试点城市的住房租赁项目开展资产证券化；完善了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工作程序；

提出加强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监督管理；提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培育多元化的投

资主体，鼓励专业化机构化的建设或运营机构，建立健全监管协作机制，支持开展住房

租赁资产证券化。 

前期成本投入大、利润回报率不高、回报周期长一直是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主要障

碍。但是，长租公寓具有“租金收入稳定、运营模式清晰”的特点，符合资产证券化对

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相关要求，是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适合行业。发展住房租赁资产证

券化可以打消企业对资金回笼的顾虑，将积极推动租赁市场的发展。后续国有租赁公司

或者民营大型租赁企业都可以参与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甚至进行更多的金融创新模式

探索。 

【点评】这是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之后，两部委联合下发的首

个落地文件。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将有助于盘活住房租赁存量资产，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资产管理新规出炉 险资将加大资产证券化投资力度 

4月 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正式

发布。资产新规的出炉，意味着资管业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从资产配置结构看，

资管新规实施后，保险资金的大类资产配置结构整体有望保持稳定，预计未来可能会出

现一些变化。 

资管新规明确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受此次监管约束。随着未来非标转标的推进，预计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供给会大幅增加。资产证券化产品较传统非标产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灵活性和风险隔离等特点，更符合保险资金的风险偏好特征。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预

计未来保险资金将会逐步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力度。 

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资管机构相比，保险资管公司除了具有在传统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方面共有的风险管理优势外，还具有为委托人提供监管资本优化、

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资管新规实施后，保险资管公司的投资资产可能面临潜在

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因此需要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点评】资管新规的出炉，意味着资管业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从保

险资管行业的角度来看，新规带来的变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资管新规明确资

产证券化业务不受此次监管约束，预计险资将加大资产证券化投资力度。 

 PPP 模式聚焦旅游重点领域 社会资本需有更高要求 

 为更好地鼓励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改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近

期，文化和旅游部会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在旅游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

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各地财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项目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

证，加强本辖区内 PPP 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统计和超限预警，严格政府债务管理，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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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及付费项目，加强建设、运营成本控制，严禁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回购社会资本投

资本金或兜底本金；政府不得向社会资本承诺固定或最低收益回报。 

《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在符合当前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创新 PPP 金融服务，可纳入开

发性、政策性金融支持范畴，优化信贷流程，鼓励能够产生可预期现金流的旅游 PPP 项

目通过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鼓励保险资金按照市场化原则，

创新运用多种方式参与项目，创新开发适合旅游 PPP 项目的保险产品。 

【点评】部分公司推进旅游 PPP 项目的过程中，由于项目规模较大、贷款金

额较高和增信担保等问题造成项目贷款难等。此次政策精准瞄向产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将进一步助力旅游 PPP产业发展。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

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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