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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租赁或成今年公募 REITs 试点突破口 

【点评】2018 年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获政策支持进入了快车道，

2019 年会有更纵深和更广泛的发展，公募 REITs 试点有望年内推

出，若租赁住房领域的项目对接到公募，会极大地促进租赁住房市

场以及该领域证券化的发展。 

 货基收益率一路下行，加码配置 ABS 产品来增收  

【点评】面对短端高评级资产收益快速下行，加大对 ABS 品种的配

置，将成为货基增强收益的方法。公募基金持有 ABS产品的风险偏

好略有提高，但整体风险偏好仍然较低，且持仓非常集中，在 ABS

投资上仍然有较多的挖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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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消费金融 ABS 发行规模超 2,800 亿元，阿里系、京东金

融 ABS 产品占据垄断地位 

【点评】从发行规模、发行利率以及发行主体来看，消费金融 ABS

市场已经大概率企稳，预计 2019 年消费金融 ABS 的发行规模将继

续强劲回升，融资成本大体保持稳定。同时，随着资产质量逐渐受

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会有更多的消费金融相关机构进入 ABS 市场。 

 供应链金融 ABS 放量发行 

【点评】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 ABS业务，延长公司应付账款的付款

期限，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负债结构的同时不增加公司负债，

促进公司业务良性发展。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可有

效减少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未来核心企业、上游

供应商、下游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终端消费者都将参与到供应链金

融的业务活动中，使得供应链金融的业务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供应链金融行业发展前景将更广阔。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16 只，产品总额 1,331.3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5 只，产品总额 299.89 亿

元；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9 只，产品总额 772.39 亿元；资产

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22 只，产品总额 259.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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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16 只，产品总额 1,331.36 亿元。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16 只，产品总额 1,331.3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

化产品共发行 5 只，产品总额 299.89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信用

卡贷款、汽车贷款；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89 只，产品总额 772.39 亿元，基础资产

类型包括应收账款、租赁租金、企业债权、信托受益权、小额贷款、委托贷款、不动产

投资信托 REITs、保理融资债权、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

发行 22 只，产品总额 259.08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应收债权、票据收益、租赁债权、

基础设施收费债权、信托受益权。 

表 1  本期资产证券化新发债券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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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9 5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 

企业资产证券化 772.39 89 

应收账款、租赁租金、企业债权、信托受益权、

小额贷款、委托贷款、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保理融资债权、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资产支持票据

（ABN） 
259.08 22 

应收债权、票据收益、租赁债权、基础设施收

费债权、信托受益权 

合  计 1,331.36 116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116 只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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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期资产证券化新发债券详细信息（单位：只、亿元、%） 

产品类型 发行数量 发行金额 发行金额占比 

保理融资债权 4 34.19  2.57 

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1 3.08  0.23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1 86.60  6.50 

基础设施收费债权 1 30.00  2.25 

票据收益 5 71.09  5.34 

企业债权 6 51.92  3.90 

汽车贷款 3 117.44  8.82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4 46.20  3.47 

委托贷款 1 5.00  0.38 

小额贷款 3 12.84  0.96 

信托受益权 5 88.49  6.65 

信托受益债权 1 10.00  0.75 

信用卡贷款 1 95.85  7.20 

应收债权 9 67.51  5.07 

应收账款 59 459.02  34.48 

租赁债权 6 80.47  6.04 

租赁租金 6 71.66  5.38 

总计 116 1,331.36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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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期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级别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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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17.SH 融信 L 优 B 联合信用 2019-1-30 BBB- AAA 调低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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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2018 年消费金融 ABS 发行规模超 2,800 亿元，阿里系、京东金融 ABS 产

品占据垄断地位 

据融 360 统计，2018 全年，消费金融领域共发行 104 支 ABS 类产品，发行金额达

2,844.63 亿元，约为 2017 年发行规模的 55%。从 2017 年底开始，受监管与风险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消费金融 ABS 急刹车， 2018 年 2 月甚至出现零发行，但随即在 3、4 月份

实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2018 年下半年，消费金融 ABS 延续这一反弹趋势，9 月份出现

了全年最高的发行量，11、12 月份又形成一波小高潮，全年发行规模远超预期。百度金

融、携程金融、小米小贷等，以及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兴业消费金融都在 2018 年发行产品，

丰富了 ABS 参与主体。不过从发行规模看，阿里系、京东金融的 ABS 产品在市场上仍

处于近乎垄断地位。 

2018年全年，消费金融ABS产品的加权平均优先级票面利率为 4.65%，显著低于 2017

年（年度平均优先级票面利率在 5.07%左右）的水平。分机构类型来看，2018 年银行系

的平均优先级票面利率最低，仅为 4.02%；电商系唯品会的优先级票面利率最高，为

5.28%。除了发行利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捷信消费金融外，持牌机构（包括银行和正规的消

费金融公司）仍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非持牌机构中，度小满金融的优先级票面利率

均值最低为 4.25%；其次是京东金融的 4.62%。 

【点评】从发行规模、发行利率以及发行主体来看，消费金融 ABS 市场已经

大概率企稳，预计 2019 年消费金融 ABS的发行规模将继续强劲回升，融资成本大

体保持稳定。同时，随着资产质量逐渐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会有更多的消费金

融相关机构进入 ABS市场。 

要闻 2：供应链金融 ABS 放量发行 

根据国家统计局及 Wind 数据，规模以上企业的应收账款总额自 2013 年到 2018 年 6

月末增长 43%，平均每年增幅近 10%，截至 2018 年 6 月末，仅上市公司应收账款总额就

达到 4.86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92%。海通证券研报预计，到 2020 年，国内工业企业应

收账款净额可达 20 万亿元。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巨大的应收账款规模是供应链金融业务发

展的基础。近两年供应链金融 ABS 发展迅速，尤其是 2018 年，交易所发行量大幅提升，

据申万宏源统计，2018 年 1~10 月供应链金融 ABS 的发行规模较 2017 年全年供应链金融

ABS 的发行规模上涨近 90%。与此同时，政策也频送春风，深圳市金融办发布《关于促

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意欲推动该区域内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点评】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 ABS 业务，延长公司应付账款的付款期限，拓

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负债结构的同时不增加公司负债，促进公司业务良性发展。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可有效减少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运作

效率，未来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终端消费者都将参

与到供应链金融的业务活动中，使得供应链金融的业务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供应链金融行业发展前景将更广阔。 

 

 



                                   监测月报 | 资产证券化产品 

 5 / 6 

三、本期市场热点 
 住房租赁或成今年公募 REITs 试点突破口 

证券时报报道，上交所在新年致辞中表示，2019 年将推动公募 REITs 试点，加快发

展住房租赁 REITs。中国 REITs 联盟秘书长王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落实十九大提出

的租购并举，住房租赁 REITs 是个突破口，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从住宅开发销售主导的

上半场转向持有运营主导的下半场有重要意义。 

2018 年末，地方政府在住房租赁领域持续发力。2018 年 12 月 14 日，深创投安居集

团人才租赁住房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交所挂牌。2018 年 12 月 25 日，海南省人

才租赁住房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获批。 

除了地方政府层面的住房租赁领域融资计划相继获批，房企层面在住房租赁领域的

融资计划也加速获批。2018 年 12 月 24 日，“平安汇通—平安不动产朗诗租赁住房系列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获得上交所通过。2018 年 12 月 27 日，世茂集团在上交所成功发行“华

能信托-开源-世茂住房租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据戴德梁行统计，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已获批的储架发行租赁住房产品共计 10

单，其中 9 单采用了类 REITs 模式，储架规模共计 790 亿元，已有 7 单产品完成首期发

行，发行规模共计 82 亿元。 

【点评】2018年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获政策支持进入了快车道，2019 年租赁

住房资产证券化会有更纵深和更广泛的发展，如果公募 REITs 试点能够推出，并

且将租赁住房领域的项目对接到公募，会极大地促进租赁住房市场以及该领域证

券化的发展。 

 货基收益率一路下行，加码配置 ABS 产品来增收 

2016 年一季度末到 2018 年四季度，公募基金持仓 ABS 产品的基金数目、持仓总规

模均保持上涨趋势。据中金公司统计，截至 2018 年末，公募基金持仓 ABS 总规模约为

634 亿元，环比增幅 4.91%；持仓 ABS 的基金共 431 只，环比增幅 7.21%。其中，货币

基金和中长期债基是公募基金中的 ABS 投资主力。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ABS 持仓总规模

305 亿元，货币基金 ABS 持仓总规模 280 亿元，二者合计占公募基金持仓 ABS 总规模的

92.27%。 

2018 年货币基金收益率进入下降通道，不少货基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跌破 3%。业

内人士解释，银行间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短端利率下行，货基主要配置的同业存单 2018

年第四季度收益率一直在 2015 年以来的中位数以下，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基金 2018 年

四季报可以发现，提升 ABS 产品配置成为货基的应对之法；具体来看，货币基金增配的

品种以信托贷款受益权品种、供应链品种和消费贷款品种为主，信达宁远系列、花呗和

万科供应链品种是货基增配最多的品种。 

【点评】面对短端高评级资产收益快速下行，加大对 ABS 品种的配置，将成

为货基增强收益的方法。公募基金持有 ABS 产品的风险偏好略有提高，但整体风

险偏好仍然较低，且持仓非常集中，未来在 ABS 投资上仍然有较多的挖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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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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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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结构融资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