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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大增，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受热捧 

【点评】市场流动性宽松，促进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量快速增长，

在当前发行利率下行的趋势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还将

继续扩大。 

 上交所首单地铁票款 ABS 成功发行 

【点评】首单地铁票款 ABS 成功发行是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方面

的有益探索，在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各

地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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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 ABS 非首单实行注册制，中保登已完成注册系统建设 

【点评】非首单注册制的实行，将提高保险 ABS 的审核效率，

推动保险 ABS 的发展，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迎来保险 ABS 快速

发展期。 

 中基协发布《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细则》等系

列自律规则的通知 

【点评】三类基础资产尽职调查工作细则的发布为资产证券化

业务尽职调查划定了底线，随着各类基础资产研究的成熟，相

关细则预计将陆续出台，进一步推动资产证券化尽职调查规范

化。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210 只，产品总额 3,535.2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32只，产品总额 1,414.67

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42只，产品总额 1,700.36亿元；

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36只，产品总额 420.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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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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只，产品总额 3,535.26 亿元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210 只，产品总额 3,535.2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

化产品共发行 32 只，产品总额 1,414.67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

良贷款、企业贷款、汽车贷款、消费性贷款、信用卡贷款、租赁资产；企业资产证券化

产品共发行 142 只，产品总额 1,700.36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保理融资债权、不动产

投资信托 REITs、基础设施收费、门票收入、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商业房地产抵

押贷款、小额贷款、信托受益权、应收账款、租赁租金；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

发行 36 只，产品总额 420.24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保理合同债权、票据收益、委托贷

款债权、信托受益债权、应收债权、租赁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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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67 32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良贷款、企业贷款、汽车

贷款、消费性贷款、信用卡贷款、租赁资产 

企业资产证券化 1,700.36 142 

保理融资债权、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基础设

施收费、门票收入、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小额贷款、信托受益权、

应收账款、租赁租金 

资产支持票据

（ABN） 
420.24 36 

保理合同债权、票据收益、委托贷款债权、信托

受益债权、应收债权、租赁债权 

合  计 3,535.26 210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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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资产类型 发行数量 发行金额 发行金额占比 

信贷资产证券化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14 889.90 25.17 

企业资产证券化 应收账款 77 614.40 17.38 

企业资产证券化 企业债权 23 460.95 13.04 

资产支持票据 票据收益 19 277.80 7.86 

信贷资产证券化 汽车贷款 6 207.84 5.88 

企业资产证券化 租赁租金 14 186.42 5.27 

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用卡贷款 2 156.45 4.43 

企业资产证券化 小额贷款 7 121.00 3.42 

信贷资产证券化 企业贷款 3 97.14 2.75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保理融资债权 8 86.01 2.43 

企业资产证券化 基础设施收费 5 61.67 1.74 

资产支持票据 应收债权 8 54.01 1.53 

企业资产证券化 融资融券债权 1 45.00 1.27 

企业资产证券化 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1 43.00 1.22 

企业资产证券化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2 41.90 1.19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托受益权 3 32.00 0.91 

资产支持票据 委托贷款债权 2 26.00 0.74 

信贷资产证券化 消费性贷款 1 25.00 0.71 

资产支持票据 租赁债权 3 24.93 0.71 

信贷资产证券化 租赁资产 1 19.20 0.54 

信贷资产证券化 不良贷款 5 19.14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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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票据 信托受益债权 2 18.90 0.53 

资产支持票据 保理合同债权 2 18.60 0.53 

企业资产证券化 门票收入 1 8.00 0.23 

总计  210 3,535.26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9 年 5～6 月，共有 110 只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出现调整，其中 6 只产品级别

下调，具体下调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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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61.SH 17 汇融 C 联合信用 2019-06-28 BBB+ A 调低 

131569.SH 协电力 05 联合信用 2019-06-26 AA AA+ 调低 

131568.SH 协电力 04 联合信用 2019-06-26 AA AA+ 调低 

123975.SH 协鑫 05 联合信用 2019-06-26 AA AA+ 调低 

SQ3725.IOC 16 中融 1B 大公资信 2019-06-21 AA- AA+ 调低 

149217.SH 融信 L 优 B 联合信用 2019-06-21 BB-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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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ABS 非首单实行注册制，中保登已完成注册系统建设 

2019 年 6 月 17 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资产支持计划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下

称《通知》），明确了对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首单之后发行的资产支持计划实行注册制管理，

并由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下称“中保登”）具体办理。 

此次银保监会将保险资产支持计划非首单改为注册制，并将具体工作下放至中保登，

则意味着今后保险资管公司发行的资产支持计划，除了第一次发行需要经过银保监会进

行申报审批程序，受托人对于后续资产支持计划无需再去银保监会进行主体资格审核，

在发行流程方面进行了简化，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助力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的发展。 

【点评】非首单注册制的实行，将提高保险 ABS 的审核效率，推动保险 ABS

的发展，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迎来保险 ABS 快速发展期。 

要闻 2：中基协发布《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细则》等系列自律规

则的通知 

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 PPP 项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租赁债权等三类基础资产的尽

职调查工作细则，后续按照“成熟一类制定一类”的原则制定、发布其他大类资产尽职

调查工作细则。本细则的规定是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的最低要求，各相关机构

可在此基础上制定更为细化、标准更高的制度。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私募基金产品

投资标的涉及相关基础资产的，其尽职调查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 

【点评】三类基础资产尽职调查工作细则的发布为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

划定了底线，随着各类基础资产研究的成熟，相关细则预计将陆续出台，进一步

推动资产证券化尽职调查规范化。 

三、本期市场热点 
 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大增，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受热捧 

截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资产证券化产品今年以来的发行规模高达 6,604.7 亿元，同

比增长 26.5%。其中，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达 3,126.7 亿元，

同比增长 15.5%。 

业内人士认为，资产证券化产品规模的大幅增长，与发行利率息息相关。2019 年 4

月，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发行利率处于近 1 年较低水平。一般而言，如果发行利率下

行，意味着固收市场迎来牛市，整个固定收益证券市场的发行就会增加。由于资产证券

化产品规模整体体量较小，因此规模变动会更为明显。 

【点评】市场流动性宽松，促进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量快速增长，在当前发行

利率下行的趋势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上交所首单地铁票款 ABS 成功发行 

2019 年 6 月 18 日，由开源证券担任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开源-北京地铁票款收费权

1 号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发行。开源-北京地铁票款收费权 1 号绿色资产支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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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上交所首单地铁票款 ABS，同时也是近期发行规模最大、评级最高，同期限发行

票面利率最低的 ABS 项目。本计划还具有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属性, 在轨道交通行业和

ABS 结合方面进行了绿色创新融资，具有较强的创新融资示范意义。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本计划的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开源证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强强联合，共同以务实创新的精神克服项目难题，开创性实现创新融资。 

【点评】首单地铁票款 ABS 成功发行是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方面的有益探索，

在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同时，有利于促进各地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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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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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