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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54只，产品总额 1,017.19亿

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只，产品总额 421.71亿元；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35只，产品总额 418.24亿元；资产支持

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11只，产品总额 177.24亿元。 

 部分券商ABS 业务流程不规范，监管层现场检查出具警示函 

【点评】ABS业务成为券商重要业务突破方向及业绩重要增长

点，由于受到政策层面积极引导，ABS 业务持续快速扩张，

业务扩张的同时也给部分管理人的管理水平提出挑战，部分

券商存在业务不合规问题，监管层加大了对 ABS业务合规发

展的监管力度，对相关券商 ABS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并针对

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券商，出具警示函。 

 广发证券携广发资管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ABS云平台 

【点评】区块链与资产证券化相结合能有效保障资产的真实

性，有助于解决行业中的痛点问题。中介机构可以通过区块

链获取真实的基础资产数据，提高在尽调环节的效率；而投

资者可以在真实的基础资产数据上开展分析，更准确的评估

资产价格；监管机构也能够更大程度上实现穿透式监管的需

求。 

 首单信托作为管理人的企业 ABS 已受理 

【点评】广义的资产支持证券类业务中，信托公司主要作为

银行间市场发行的 ABN的计划管理人，而交易所 ABS发行人

则由基金公司、基金子公司和券商等承担。业内人士表示，

信托作为交易所发行的企业 ABS管理人参与企业 ABS市场，

将丰富发行主体类型，有利于企业 ABS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内首单对接精准扶贫基建项目资产支持票据产品发行 

【点评】扶贫票据是交易商协会推出的对发行人将募集资金

用于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改造或产业扶

贫项目等扶贫用途，具有专项标识的债务融资工具产品，既

包括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常规品种，也包括资产支持

票据、社会效应债券等创新品种。此单项目的成功推出是是

交易商协会坚决贯彻中央扶贫工作精神，认真落实人民银行

关于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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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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只，产品总额 1,017.19亿元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 只，产品总额 421.71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个

人住房抵押贷款、企业贷款、消费性贷款、应收账款债权、汽车贷款、不良贷款；企业

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35 只，产品总额 418.24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企业债权、应收账

款、小额贷款、租赁租金、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信托受益权、融资融券债权、

门票收入；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11 只，产品总额 177.24 亿元，基础资产类

型为票据收益、租赁债权、信托受益债权、应收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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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71 8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企业贷款、消费性贷

款、应收账款债权、汽车贷款、不良贷款

等 

企业资产证券化 418.24 35 

企业债权、应收账款、小额贷款、租赁租

金、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信托

受益权、融资融券债权、门票收入等 

资产支持票据（ABN） 177.24 11 
票据收益、租赁债权、信托受益债权、应

收债权等 

合计 1,017.19 54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的 54 单产品中，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3 单，发行总

额为 296.88 亿元，占比为 29.19%；以企业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为 3 单，发行总额为

138.82 亿元，在总发行额中的占比为 13.65%；以票据收益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

行总额为 116.27 亿元，占比为 11.43%；以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5 单，发行总

额为 99.30 亿元，占比为 9.76%；以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4 单，发行总额为 70.50

亿元，占比为 6.93%；以租赁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5 单，发行金额为 49.45 亿元，占

比为4.86%；以租赁租金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3单，发行金额为35.42亿元，占比为3.48%；

以企业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总额为 30.79 亿元，占比为 3.03%；以消费性

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总额为 30.14 亿元，占比为 2.96%；以应收账款债权

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30.00 亿元，占比为 2.95%；以汽车贷款为基础资

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29.65 亿元，占比为 2.91%；以保理融资债权为基础资产的

产品有 3 单，发行金额为 28.04 亿元，占比为 2.76%；以基础设施收费为基础资产的产品

有 4 单，发行金额为 18.23 亿元，占比为 1.79%；以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

发行金额为 10.53 亿元，占比为 1.04%；以融资融券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

金额为 10.00 亿元，占比为 0.98%；以门票收入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7.40 亿元，占比为 0.73%；以信托受益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6.51

亿元，占比为 0.64%；以应收债权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5.01 亿元，占

比为 0.49%；以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有 1 单，发行金额为 4.25 亿元，占比为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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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8年 10月，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共 1只产品进行级别下调，

无产品进行级别上调： 

表 2  本期信用级别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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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变动

方向 

142475.SH 16 三胞 B 联合 2018-10-16 A AA 调低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部分券商 ABS业务流程不规范，监管层现场检查出具警示函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对华菁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菁证券”）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证券”)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对两家券商出具了警示函。华菁证券主要存

在资金划转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申万宏源证券主要存在存在三大问题：其

一，多个项目尽职调查不充分，未能及时发现个别项目担保承诺函所用印章系伪造；其

二，部分项目存续期管理不到位，未对基础资产进行定期检查，未能及时发现部分项目

原始权益人未按约定归集及转付资金、个别项目受让的基础资产发生大面积逾期的情况;

其三，个别项目未按照计划说明书要求披露季度管理报告，未定期披露循环购买情况。 

【点评】ABS业务成为券商重要业务突破方向及业绩重要增长点，由于受到政策层面

积极引导，ABS业务持续快速扩张，业务扩张的同时也给部分管理人的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部分券商存在业务不合规问题，监管层加大了对 ABS 业务合规发展的监管力度，对相关

券商 ABS 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并针对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券商，出具警示函。据不完

全统计，加上最新的对于华菁证券和申万宏源证券开出的警示函，各地证监局共开出 4

张 ABS 警示函，监管层对 ABS 业务合规重视，有利于控制 ABS 业务风险，使之规范健康

发展。 

要闻 2：广发证券携广发资管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ABS云平台 

广发证券携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广发资管自主研发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证券化平

台——广发证券 ABS 云平台。目前，该平台已经上线第一期，并且在 10 月 18 日实现首

笔基础资产上链保存。此前成立的由广发资管担任管理人的“广发恒进-正佳企业集团正

佳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 2018 年迄今为止全市场最大规模 CMBS，发行规模为 73.006

亿元，将基于广发证券 ABS 云平台进行管理，是首单基于区块链技术管理和监控基础资

产运营情况的 CMBS项目。  

【点评】近年来，ABS业务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但信息不对称，发行管理困难，资产

运行效率低是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区块链是一个可信的数据库，具有去中介信任、防篡

改、交易可追溯等特性。区块链与资产证券化相结合能有效保障资产的真实性，有助于

解决行业中的痛点问题。中介机构可以通过区块链获取真实的基础资产数据，提高在尽

调环节的效率；而投资者可以在真实的基础资产数据上开展分析，更准确的评估资产价

格；监管机构也能够更大程度上实现穿透式监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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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市场热点 

 首单信托作为管理人的企业 ABS已受理 

2018 年 10 月 15 日，上交所公司债券项目信息平台显示，华能信托作为管理人的“华

能信托-世茂住房租赁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证券”目前显示已受理。这是首单信托作为管

理人的企业 ABS被受理。 

【点评】广义的资产支持证券类业务中，信托公司主要作为银行间市场发行的 ABN

的计划管理人，而交易所 ABS 发行人则由基金公司、基金子公司和券商等承担。业内人

士表示，信托作为交易所发行的企业 ABS 管理人参与企业 ABS 市场，将丰富发行主体类

型，有利于企业 ABS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内首单对接精准扶贫基建项目资产支持票据产品发行 

2018 年 10 月 25 日，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扶贫资产支持票据

成功发行，成为对接精准扶贫基建项目资产支持票据产品。该产品发行总规模 7.05 亿元，

基础资产由 18 份融资租赁协议项下的租金债权及其关联权益构成，部分基础资产承租人

所在区域位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列出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属于精准

扶贫票据中基础设施建设类扶贫项目。 

【点评】扶贫票据是交易商协会推出的对发行人将募集资金用于如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改造或产业扶贫项目等扶贫用途，具有专项标识的债务融资工具

产品，既包括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等常规品种，也包括资产支持票据、社会效应债

券等创新品种。此单项目的成功推出是是交易商协会坚决贯彻中央扶贫工作精神，认真

落实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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