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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机床工具行业首单ABS项目落地秦川。 

【点评】2018 年 8 月，融资租赁 ABS 仅发行 4 单，金额 58.90

亿元，相较 2017 年同期的 167.28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64.79%，

租赁 ABS 遭遇寒冬。秦川作为首单机床工具行业的 ABS 项目，

为融资租赁 ABS 提供了新思路。 

 中铝集团发行央企首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租赁债权ABS。 

【点评】“开源-中铝租赁供给侧改革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或因被冠以“供给侧改革”概念，审批效率极高，于 8 月 16 日

在上交所受理，8 月 21 日即获通过。中铝集团表示，此次 ABS

的成功发行，是中铝集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创新实

践，也是有色金属行业加快推进产融结合、服务实体企业的一

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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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相加杠杆，长租公寓ABS业务或迎强监管。 

【点评】由于长租公寓企业利用融资贷款抢占房源，哄抬租金，

导致房屋租金快速上涨，监管部门对此必将进行控制。尽管 ABS

作为长租公寓融资的方式之一，相比权益资本及其他私募债务

资本而言，在成本、效率方面具有优势，但短时间内长租公寓

ABS 业务必然受到影响。 

 ABS立法可期，首单判例凸显基础资产独立性。 

【点评】此判例对 ABS 的法律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这保证了资

产证券化中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对于投资人对项目出现风险后

的资金回收预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也为 ABS 的立法提供了借

鉴作用。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73 只，产品总额 1,761.48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7 只，产品总额 1,057.99

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49 只，产品总额 608.48 亿元；

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7 只，产品总额 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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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只，产品总额 1,761.48亿元。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7 只，产品总额 1,057.99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

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企业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企业资产证券化产

品共发行 49 只，产品总额 608.48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

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小额贷款、应收账款、租赁租金；资

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7 只，产品总额 95.01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票据收益、

信托受益债权、应收债权、租赁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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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99 17 
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企业贷款、

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等 

企业资产证券化 608.48 49 

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企业债权、

融资融券债权、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小

额贷款、应收账款、租赁租金等 

资产支持票据（ABN） 95.01 7 
票据收益、信托受益债权、应收债权、租

赁债权等 

合计 1,761.48 73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的 73 单产品中，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总

额为 453.17 亿元，占比为 25.73%；以企业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3 单，发行总额为

242.16 亿元，占比为 13.75%；以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为 8 单，发行总额为 188.00

亿元，在总发行额中的占比为 10.67%；以信用卡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 单，发行总

额为 180.08 亿元，占比为 10.22%；以汽车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总额为

167.87 亿元，占比为 9.53%；以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1 单，发行总额为 156.83

亿元，占比为 8.90%；以企业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总额为 73.86 亿元，占

比为 4.19%；以租赁租金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金额为 58.90 亿元，占比为 3.34%；

以保理融资债权和融资融券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9 单，发行金额为 94.69 亿元，占比

为 5.38%；以租赁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 单，发行金额为 30.94 亿元，占比为 1.76%；

以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30.30 亿元，占比为 1.72%；

以信托受益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2 单，发行金额为 29.50 亿元，占比为 1.67%；以票

据收益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20.00 亿元，占比为 1.14%；以不良贷款为

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金额为 14.71 亿元，占比为 0.84%；以应收债权为基础资产

的产品有 2 单，发行金额为 14.57 亿元，占比为 0.83%；以基础设施收费为基础资产的产

品有 2 单，发行金额为 5.90 亿元，占比为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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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劢 
2018 年 8 月，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共 9 只产品进行级别上调，

1 只产品进行级别下调： 

表 2  本期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变劢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评级机构 
最新 

评级日期 

最新 

债项评级 

上次 

债项评级 

级别 

变劢方向 

116606.SZ 京东 10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479.SZ 京东 6 优 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609.SZ 京东 11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540.SZ 京东 7 优 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550.SZ 京东 8 优 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567.SZ 京东 9 优 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16612.SZ 京东 12B 中诚信 2018-08-22 AAA AA- 调高 

142718.SH 华中 5B 中诚信 2018-08-16 AAA AA+ 调高 

131883.SH 华中 2B2 中诚信 2018-08-16 AA+ AA 调高 

131222.SH 庆汇 1 优 中诚信 2018-08-03 C B 调低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变相加杠杆，长租公寓ABS业务或迎强监管 
长租市场背后的金融乱象引发了多个监管部门的重视。此前北京市住建委披露，针

对近期媒体关于个别住房租赁企业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的报道，联合市银监局、市金融局、

市税务局等部门集中约谈了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明确要

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等。8 月 27

日，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关于防范“长租公寓”业态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提

示》，对“租金贷”存在的风险做出提示，并吁请会员单位不要与违法违规的长租公寓中

介服务商开展类似“租金贷”业务。从业务的本质上来讲，长租公寓 ABS 是合法合规的，

但从其实际运营状况看，与当前的资管规定、住房金融监管规定的理念不符：一是规避

牌照管理的限制，通过发行信托产品，用信托牌照获得贷款进行租户分期付款，存在利

用通道进行贷款的违规行为；二是即便产品设计合规，也不符合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思

路。但无论如何，长租公寓是我国房屋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 

【点评】由于长租公寓企业利用融资贷款抢占房源，哄抬租金，导致房屋租

金快速上涨，监管部门对此必将进行控制。尽管 ABS 作为长租公寓融资的方式之

一，相比权益资本及其他私募债务资本而言，在成本、效率方面具有优势，但短

时间内长租公寓 ABS 业务必然受到影响。 

要闻 2：ABS立法可期，首单判例凸显基础资产独立性 
近年来，资产证券化（ABS）产品迎来高速发展期，在发行规模屡创新高的同时，

呈现出基础资产多元化、交易结构创新化的趋势。然而，相对于行政监管，我国 ABS 的

立法和司法实践仍相对滞后。近日，平安凯迪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司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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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引发行业高度关注。多位学界业界人士认为，作为全国首例以 ABS 基础资产转让为审

查内容的司法裁判案件，其不仅对于“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的法律实践探索意义重大，

同时也为 ABS 下一步的立法司法提供了重要借鉴。当前，存在着原始权益人基础资产涉

嫌造假，运行中违规抵质押，关联方增信失效、管理人质量堪忧等问题。”证监会债券部

相关负责人指出，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有牢固的法律基础和有力的司法保护。因此，

加强资产证券化基础制度建设尤为必要。目前仅有证监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整个资产

证券化业务规则体系的层级还不够高，上位法依据不足，导致对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

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法律定性上相对弱势。多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

示，必须推动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立法，尤其应通过《证券法》修法予以明确和完善。通

过将监管方向置于前端，形成有效的审核机制，确保真正优质的资产进入到资产证券化

的方式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业务操作中，ABS 横跨银行、证券、信托、担保、

保险等多个金融业务领域。在创设、发行、审批、交易、监管等环节也涉及多个政府部

门。此外，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分属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规则，在

彼此分割的市场上发行。因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如果 ABS 实现统一立法，对各个参

与方的导向作用将会更明显。 

【点评】此判例对 ABS 的法律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这保证了资产证券化中基

础资产的独立性。对于投资人对项目出现风险后的资金回收预期有极大的借鉴作

用，也未 ABS 的立法提供了借鉴作用。 

要闻 3：德邦证券被立案调查，欲弯道超车却收到 3次警示函 

2018 年 9 月 7 日德邦证券公告称，收到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调查通知书，通知书称公

司在五洋建设债券承销过程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自 2017

年 7 月五洋建设债券违约案发截至今年 9 月，德邦证券已被监管机构 3 次出示警示函。

有接近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对于已经立案调查的案件，基本都是“十拿九稳”。一家合

资券商债券承销业务工作人员表示，德邦证券此次在该债券后续督导中没有及时向市场

披露该企业涉及重大亏损、重大诉讼。债券承销业务是公司最为倚重的业务，此次被立

案调查后公司将面临债券承销业务量锐减、员工离职、收入下滑等问题，至于多久能缓

过来，要看它的业务发展进度。 

【点评】券商公司债业务多存在“业务制度不健全、承销业务不规范、尽职

调查不勤勉、受托管理未尽责”四大违法违规行为。从处罚原因来看，多数和督

导未能勤勉尽责、未能发现重大错误、承销时不合规相关。随着监管对于业务的

规范及风险排查，未来券商业务将更加规范。 

三、本期市场热点 

1、我国机床工具行业首单ABS项目落地秦川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控股的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租赁”)举行了

首期租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布会，标志着秦川租赁首单租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

正式发行成功。该项目资产规模 2 亿元，项目期限 2.5 年。该证券产品的成功发行，对有

效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推动产融深度结合，开展资产经营探索了一条新路。 

【点评】2018 年 8 月，融资租赁 ABS 仅发行 4 单，金额 58.90 亿元，相较

2017 年同期的 167.28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64.79%，租赁 ABS 遭遇寒冬。秦川作

为首单机床工具行业的 ABS 项目，为融资租赁 ABS 提供了新的租赁物基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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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铝集团发行央企首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租赁债权 ABS 

“开源-中铝租赁供给侧改革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金额为 13.9 亿元，发行人

为中铝租赁，承销商、管理人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优先级“中铝租 01”、“中

铝租 02”、“中铝租 03”规模分别为 3.7 亿元、5.3 亿元、4.2 亿元，各档期限分别为 0.9

年、1.9 年和 3.16 年，发行利率为 4.98%，中诚信评级给予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AAA 评

级此次发行 ABS 不仅盘活了中铝租赁存量资产，打通了新的融资渠道，优化了公司负债

结构，增强了流动性管理能力，而且通过吸引更多市场资本，可以更好地助力中铝集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铝集团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持。 

【点评】“开源-中铝租赁供给侧改革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或因被冠以“供

给侧改革”概念，审批效率极高，于 8 月 16 日在上交所受理，8 月 21 日即获通

过。中铝集团表示，此次 ABS 的成功发行，是中铝集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一次创新实践，也是有色金属行业加快推进产融结合、服务实体企业的一次有益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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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