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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融 ABS 上半年发行 969.62 亿元，规模上涨难掩增长疲态 

【点评】受监管影响，非场景类消费金融 ABS 逐渐退出市场，

加上消费金融 ABS 发行成本上升，可能驱使相关发行主体转向

其他融资渠道，未来消费金融 ABS 发行规模难以持续增长。 

 捷信中国业务不良率逼近 10%，消费金融变身现金贷 

【点评】相比有场景的消费金融模式，无场景的现金贷业务模

式在资产质量方面先天不足，相关的消费金融公司必然会通过

提高放贷利率来覆盖业务风险，而现金贷业务所服务的对象往

往是经济状况较差且很容易陷入债务泥潭的“长尾”客户，这

也是现金贷业务模式长期为人诟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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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融 ABS 近期发行回暖，巨头平分天下 

【点评】从今年发行情况看，相比年初的低沉，消费金融 ABS

市场慢慢“回血”。从参与消费金融 ABS 发行主体上看，巨头

之外的非持牌机构表现仍不活跃，金融科技巨头们对 ABS 的发

行仍较为热衷。对于金融科技类公司而言，ABS 属于相对优质

资金渠道，未来市场空间仍较为广阔。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2 只，产品总额

199.73 亿元。其中，银行间共发行 2 单，产品总额 199.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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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行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2 只，产品总额 199.73 亿元 

本期新发行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2 只，产品总额 199.73 亿元。其中，银行间

共发行 2 单，产品总额 199.73 亿元。 

表 1  本期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监管机构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证监会 - - 

交易商协会 

银保监 

- - 

199.73 2 

合  计 199.73 2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产品情况汇总如下。 

表2  本期消费金融类资产证券化新发债券详细信息（单位：亿元、%、笔） 

产品简称 
发行 

金额 
发起机构 级别 分层 贷款笔数 贷款类型 

循环 

购买 

和智

2019-4 
99.4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AAA 81.56 

641,031 
个人信用

卡债权 
是 AA+/AA(中债) 4.53 

A+/A-(中债) 3.92 

和智

2019-3 
100.29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AAA 81.64 

650,094 
个人信用

卡债权 
是 AA+/AA(中债) 4.49 

A+/A-(中债) 3.89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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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消费金融 ABS 近期发行回暖，巨头平分天下 

2019 年 7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360 金融发行的互联网消费金融 ABS 产

品——“天风证券-360 金融 2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上交所挂牌，这也是 360 金融

今年第二次发行 ABS。据悉，ABS 结构化融资将成为 360 金融的常规资金渠道之一，

加上近日三六零小贷作为原始权益人提交的 50 亿 ABS 申请，360 金融计划的 ABS 额

度达 150 亿元规模。 

【点评】从今年发行情况看，相比年初的低沉，消费金融 ABS 市场慢慢“回

血”。从参与消费金融 ABS发行主体上看，巨头之外的非持牌机构表现仍不活跃,

金融科技巨头们对 ABS 的发行仍较为热衷。对于金融科技类公司而言，ABS 属于

相对优质资金渠道，未来市场空间仍较为广阔。 

三、本期市场热点 

 消费金融 ABS 上半年发行 969.62 亿元，规模上涨难掩增长疲态 

2019 年上半年，消费金融领域共有 11 家机构发行了 35 支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

模为 969.62 亿元，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发行数量增加 2 支，而发行规模增幅较大，比

去年同期的 835.03 亿元增加了 16.12%。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上半年，消费金融 ABS 所有产品 1 月至 6 月的平均优先级票

面利率分别为 3.12%、3.5%、3.56%、3.79%、3.86%、3.93%，呈现出逐月上涨的趋势。

优先级票面利率基本上可以反映企业的融资成本变化。可见，2019 年上半年，消费金融

ABS 的融资成本逐月上升。 

在发行数量上，阿里系上半年共发行 15 支消费金融 ABS，占同期市场全部发行量的

42.86%；发行金额 353 亿元，占同期市场全部规模的 36.41%，再度成为消费金融 ABS

领域的王者。 

从产品方面看，阿里系上半年消费金融 ABS 的发行情况发现，其以“借呗”为基础

资产的非场景类 ABS 已经销声匿迹。而银行消费金融 ABS 底层资产主要是依托信用卡

刷卡消费产生。 

【点评】受监管影响，非场景类消费金融 ABS 逐渐退出市场，加上消费金融

ABS 发行成本上升，可能驱使相关发行主体转向其他融资渠道，未来消费金融

ABS 发行规模难言持续增长。 

 捷信中国业务不良率逼近 10%，消费金融变身现金贷 

2018 年，捷信集团对外发放贷款 202 亿欧元，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贷款余额为

209 亿欧元。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捷信集团贷款余额中，现金贷 147.43 亿欧元，占比

70.5％，现金贷贷款余额两年增 2 倍。捷信集团不良率连年走高，2018 年达到 8.4％，其

中，捷信中国的不良率达到 9.7％。 

另外，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京东白条不良率仅 0.52%，2018 年京东白条应收账

款不良率进一步下降为 0.48%，甚至远低于 2018 年银行业不良率 1.83%的平均水平。 

【点评】相比有场景的消费金融模式，无场景的现金贷业务模式在资产质量

方面先天不足，消费金融公司必然会通过提高放贷利率来覆盖业务风险，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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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业务所服务的对象往往是经济状况较差且很容易陷入债务泥潭的“长尾”客户，

这也是现金贷业务模式长期为人诟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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