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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消金 ABS 发行规模 872 亿元，阿里系占比下降 

【点评】消费金融领域 ABS 产品增长减缓，市场格局出现分散

化变动趋势，预计非阿里系 ABS产品未来会有明显增长。 

 全国首单 PPP 储架式资产证券化项目获批 

【点评】首单 PPP 储架式资产证券化项目获批，对于盘活存量

具有重要意义，PPP 项目融资将更加灵活，有利于 PPP 项目发

展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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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结算公司：支持混合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发展 

【点评】中央结算公司明确提出将资产证券化作为去杠杆调结

构的重要工具，预计将进一步出台配套支持政策，促进资产证

券化产品的发行，利好资产证券化行业发展。 

 交易商协会首开 ABN 罚单，中信建投、前海结算被自律处分 

【点评】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 ABN 首开发单，突出对 ABN

产品的风险关注，在备案、信批等方面加强监控，有利于及时

发现相关产品风险。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92 只，产品总额 1,753.4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9只，产品总额 1,002.48

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62 只，产品总额 621.51 亿元；

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11只，产品总额 129.4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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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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只，产品总额 1,753.46 亿元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92 只，产品总额 1,753.46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

产品共发行 19 只，产品总额 1,002.48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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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只，产品总额 621.51 亿元，

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企业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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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只，产品总额 129.47 亿元，基础资产

类型包括基础设施收费债权、票据收益、信托受益债权、应收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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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4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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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51 62 
保理融资债权、基础设施收费、企业债权、信托

受益权、应收账款、租赁租金 

资产支持票据

（ABN） 
129.47 11 

基础设施收费债权、票据收益、信托受益债权、

应收债权 

合  计 1,753.46 92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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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68.49 21.01 

信贷资产证券化 汽车贷款 6 277.89 15.85 

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用卡贷款 2 199.73 11.39 

信贷资产证券化 企业贷款 3 156.37 8.92 

企业资产证券化 企业债权 21 276.65 15.78 

企业资产证券化 应收账款 29 214.89 12.25 

企业资产证券化 租赁租金 5 69.16 3.94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托受益权 3 39.63 2.26 

企业资产证券化 基础设施收费 3 13.07 0.75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保理融资债权 1 8.11 0.46 

资产支持票据 票据收益 7 87.45 4.99 

资产支持票据 基础设施收费债权 1 20.00 1.14 

资产支持票据 信托收益债权 1 15.00 0.86 

资产支持票据 应收债权 2 7.02 0.40 

总计  92 1,753.46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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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9 年 7 月，共有 119 只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出现调整，全部为上调级别，主要

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具体上调情况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 3  本期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级别变动统计情况 

评级机构 
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 

企业资产证

券化产品 

资产支

持票据 
合计 级别变动方向 

东方金诚 1 0 0 1 调高 

联合资信 33 0 5 38 调高 

上海新世纪 2 0 11 13 调高 

中诚信 19 0 1 20 调高 

中债资信 47 0 0 47 调高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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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中央结算公司：支持混合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发展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8 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升至全球第二，仅次于美

国。2019 年 7 月 18 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央结算公司）表示，要

推动债市服务功能提升，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债券市场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投融资功能还有待进

一步提升。建议扩大混合融资工具和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结构性去杠杆。过去两年，

在去杠杆和非标回表等一系列监管要求下，金融机构普遍资本消耗较大，加之下行压力

增大需要信贷逆周期调节，补充资本的需求迫切。建议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

行混合工具，抓住有利时间窗口，积极补充一级和二级资本。鼓励非金融企业发行含权

性质的永续债、可转债、去杠杆专项债等品种。此外，鼓励发展合规资产证券化和信贷

资产流转，满足去杠杆、调结构的需要。 

【点评】中央结算公司明确提出将资产证券化作为去杠杆调结构的重要工具，

预计将进一步出台配套支持政策，促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利好资产证券化

行业发展。 

要闻 2：交易商协会首开 ABN 罚单，中信建投、前海结算被自律处分 

主管 ABN（资产支持票据）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首次对 ABN 产品的发

起人和中介机构开出了罚单。 

2019 年 7 月 17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两份自律处分信息，处分对象为：前海结算商业

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前海结算”）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处分缘由则

是在五矿地产 ABN 相关产品上存在未向协会备案即发行、财报信批不准确等；处罚措施

则包括通报批评、整改等。 

【点评】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 ABN 首开发单，突出对 ABN 产品的风险关

注，在备案、信批等方面加强监控，有利于及时发现相关产品风险。 

三、本期市场热点 
 上半年消金 ABS 发行规模 872 亿元，阿里系占比下降 

2019 年上半年，消费金融领域共有 11 家机构发行了 31 只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

模为 871.99 亿元，与 2018 年上半年相比，发行数量减少了 3 只，但发行规模上略有增加，

比去年同期的 812.56 亿元增加了 7.31%。 

阿里系（包括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上半年共发行 11 只消费金融 ABS，占同期市场

全部发行数量的 37.93%；发行总规模为 255.36 亿元，占同期市场全部规模的 30.69%。 

在消费金融 ABS 发行中，阿里系一直占据着消费金融 ABS 发行的半壁江山，但从

今年上半年数据来看，其发行数量不及去年一半。在 2019 年一季度，阿里系消费金融

ABS 的规模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仅在 3 月份发行了 2 只 ABS 产品。在二季度发行了 9 只

产品，合计起来，阿里系上半年共发行 11 只消费金融 ABS。 

对比去年同期，无论从消费金融 ABS 发行数量，还是从发行规模，阿里系消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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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均呈现下滑趋势。 

【点评】消费金融领域 ABS 产品增长减缓，市场格局出现分散化变动趋势，

预计非阿里系 ABS产品会有明显增长。 

 全国首单 PPP 储架式资产证券化项目获批 

全国首单 PPP 储架式资产证券化项目——“国金-川投航信停车场 PPP 项目 1-10 号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获得深交所出具的符合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储架获批额度 30 亿

元，首期发行规模 5.3 亿元，开启了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新篇章。 

该项目由四川省投资集团、中航信托及交银国信共同出资设立的四川省川投航信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并担任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为各 PPP 项目公司，基

础资产为项目公司持有的停车场 PPP 项目下的经营权及收益权，计划管理人和承销机构

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顺利实施得到了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财政厅和深交

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该项目是四川省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又一创新成果，首次搭建了 PPP+Pre-ABS+储架

式 ABS 模型，打通了基础设施领域募、投、管、运、退全流程，形成“盘活存量-投资增

量-再次盘活”的良性循环，构建出基础设施领域绿色金融生态链，具有可循环、可持续、

可复制的特点，为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提供了示范性样本，也为研究城市公共物品定价体

系，挖掘基础设施领域金融属性提供了实证案例。 

【点评】首单 PPP储架式资产证券化项目获批，对于盘活存量具有重要意义，

PPP项目融资将更加灵活，有利于 PPP 项目发展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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