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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单基础设施类 REITs 成功发行，利率创新低 

【点评】此单成功发行，打通了基础设施领域多层次融资的另一

渠道，低成本引入社会资本，提升该领域资本使用效率。基础设

施资产因其现金流稳定性高一直以来被行业所青睐，此单类

REITs 产品的发行对于推进公募 REITs 在我国金融市场落地有着

长远意义。 

 首单挂钩 LPR-ABS 产品成功发行 

【点评】随着 LPR 形成机制的实施，未来信贷 ABS 中出现不同基

准利率贷款混合入池的情况将逐步常态化，在产品利率设置、现

金流计算方式、交易结构等方面将迎来新的尝试与创新。 

 首单同一交易结构既有正保理又有反保理资产供应链储架 ABS 获批 

【点评】供应链金融 ABS 屡现创新，继同一储架纳入多原始权益

人、多核心企业、多确权方式共同申报后，在多类保理资产共同

储架申报方面实现又一突破。 

大公资信 结构融资部 

陈 洁、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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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research@dagongcredit.com 

 证监会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 12 个方面重点任务 

【点评】随着“深改 12 条”重点任务的明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

革正式拉开帷幕，会议特别指出改革重在落实，预计未来会有更多

措施方案和改革细则逐步推出。“深改 12 条”发布后，多项资产支

持证券创新产品陆续获批。 

 中基协拟调整 ABS 负面清单，细化现行规则 

【点评】本次征求意见稿从内容上保持了与近年证监会、沪深交易所

发布的各类监管及指导文件的基调一致性，并对相关重点关注项进

行了强化和明确，其中，新增和剔除条款体现出对失信企业的严正

惩戒监管态度、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引导倾斜。 

 长城证券收深圳证监局警示函，管理人尽职调查不充分 

【点评】证监局今年已针对资产证券化合法合规问题开出了多张警示

函，预计未来将继续加强管理人等资产证券化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

纠察，维护良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环境。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13 只，产品总额 1,760.92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5 只，产品总额 740.50

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77 只，产品总额 739.74 亿元；

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21只，产品总额 280.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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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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只，产品总额 1,760.92 亿元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13 只，产品总额 1,760.92 亿元。其中，信贷资产证券

化产品共发行 15 只，产品总额 740.50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

贷款、消费性贷款、不良贷款、企业贷款；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77 只，产品总额

7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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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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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只，产品总额 280.68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票据收益、应

收债权、租赁债权、信托受益债权、基础设施收费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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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50 15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性贷款、 

不良贷款、企业贷款 

企业资产证券化 739.74 77 

保理融资债权、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基础设

施收费、企业债权、融资融券债权、小额贷款、

信托受益权、应收账款、租赁租金 

资产支持票据

（ABN） 
280.68 21 

票据收益、应收债权、租赁债权、信托受益债权、

基础设施收费债权 

合  计 1,760.92 113 -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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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38.57  24.91  

信贷资产证券化 企业贷款 3 157.16  8.93  

信贷资产证券化 汽车贷款 1 66.00  3.75  

信贷资产证券化 不良贷款 5 57.89  3.29  

信贷资产证券化 消费性贷款 1 20.88  1.19  

企业资产证券化 企业债权 25 199.96  11.36  

企业资产证券化 应收账款 25 194.85  11.07  

企业资产证券化 租赁租金 13 147.48  8.38  

企业资产证券化 小额贷款 5 86.70  4.92  

企业资产证券化 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2 42.60  2.42  

企业资产证券化 基础设施收费 2 25.15  1.43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托受益权 2 20.00  1.14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保理融资债权 2 13.00  0.74  

企业资产证券化 融资融券债权 1 10.00  0.57  

资产支持票据 票据收益 14 196.00  11.13  

资产支持票据 租赁债权 2 39.7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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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债权 3 14.98  0.85  

资产支持票据 信托受益债权 1 10.00  0.57  

总计 - 113 1,760.92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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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9 年 9 月，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级别变动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证监会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 12 个方面重点任务 

2019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证监会在京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

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全国金融形势通

报和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有关部署，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布置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重点任务。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会议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 12 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

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的短板；狠抓中介机构能力建设；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

入市；切实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加大法治供给；

加强投资者保护；提升稽查执法效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快提升科技监管能力等。 

其中，在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短板中提到，推进交易所市场债券和资产支持

证券品种创新。会议指出，改革重在落实，并要求系统各单位各部门要大胆解放思想，

勇于担当作为，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做好改革政策的宣传解读，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平稳

落地。 

【点评】随着“深改 12 条”重点任务的明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正式拉

开帷幕，会议特别指出改革重在落实，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措施方案和改革细则逐

步推出。“深改 12条”发布后，多项资产支持证券创新产品陆续获批。 

要闻 2：中基协拟调整 ABS 负面清单，细化现行规则 

2019 年 9 月 25 日，据财新网报道，時隔近五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就《资

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修订版）》再次征求意见。负面清单对近年多份

ABS 业务指导文件中的具体内容作出细化，明确罗列了不适宜采用资产证券化业务形式，

以及不符合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要求的基础资产。 

变化内容包括，将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为重要现金流提供方的基础资产纳入

负面清单。将在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中符合《中国证监会、住房

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条件的住房租赁项目运

营过程中由地方政府支付或承担的财政补贴，从负面清单中剔除。 

【点评】本次征求意见稿从内容上保持了与近年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发布的

各类监管及指导文件的基调一致性，并对相关重点关注项进行了强化和明确，其

中，新增和剔除条款体现出对失信企业的严正惩戒监管态度以及对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的政策引导倾斜。 

要闻 3：长城证券收深圳证监局警示函，管理人尽职调查不充分 

中国证监会 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布的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69

号显示，长城证券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过程中，存在尽职调查不充分，现金流预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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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未建立相对封闭、独立的基础资产现金流归集机制；存续期间未有效督促资产服

务机构履行义务，未有效进行基础资产现金流跟踪检查；临时报告、定期报告未完整、

如实披露基础资产现金流归集情况三宗违法违规行为。 

ABS 尽职调查不充分、存续期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及时已是券商受警示的老问

题，更是未来监管监督排查的关注重点。2019 年 7 月，上交所在 ABS 年度报告问答会上

指出下一步工作重点之一：持续加强中介机构自律监管，针对定期报告、日常监管及风

险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对未能勤勉尽责的市场主体及其从业人员，严肃

追责，不断提高监管效能。 

【点评】证监局今年已针对资产证券化合法合规问题开出了多张警示函，预

计未来将继续加强券商管理人等资产证券化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纠察，维护良好

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环境。 

三、本期市场热点 

 首单基础设施类 REITs 成功发行，利率创新低 

国内首单基础设施类 REITs 产品，中联基金-浙商资管-沪杭甬徽杭高速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简称“专项计划”）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成功发行。该专项计划以浙江沪杭甬高速

股份有限公司（“沪杭甬公司”）为原始权益人，以沪杭甬公司旗下的徽杭高速公路（安

徽段）为底层资产，由中联前源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联基金”与浙江浙商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资管”）携手完成。发行规模 20.13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

证券获 AAAsf评级，发行利率 3.7%，实现同类产品新低。 

本次专项计划原始权益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的核心成员企业之一，于 1997 年 5 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开

辟浙江交通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融资渠道、加快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而设立的公司，

是浙江省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境外上市的省属国有企业。高速公路发展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速公路发展在取得了瞩目成就的同时，相关领域也

沉淀了大量优质资产。对此，有相当一部分成熟运营的收费公路资产可作为 REITs 的潜

在标的，亟待通过创新金融手段进行盘活。 

【点评】此单成功发行，打通了基础设施领域多层次融资的另一渠道，低成

本引入社会资本，提升该领域资本使用效率。基础设施资产因其现金流稳定性高

一直以来被行业所青睐，此单类 REITs 产品的发行对于推进公募 REITs 在我国金

融市场落地有着长远意义。 

 首单挂钩 LPR-ABS 产品成功发行 

兴银 2019 年第四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简称兴银 2019-4CLO）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成功发行，为首单依据 LPR 定价的信贷 ABS。兴银 2019-4CLO 发起机构为兴业银行，

发行规模为 55.18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为公司类贷款，入池贷款 37 笔，借款人 30 户，集

中度较高；加权平均信用等级为 As/A－s，整体信用质量较高。证券分为优先 A 档、优

先 B 档和次级档，其中，优先 A 档和优先 B 档中债资信评级分别为 AAAsf和 AA＋sf。  

其中，证券端优先 A 档和优先 B 档发行利率分别为 3.25%和 3.75%，以 2019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一年期 LPR（4.25%）为基准，分别下调 100BP 和 50BP，证券均采用浮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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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按月调息，基准利率调整日为新一年期 LPR 发布后第 1 个自然月的 17 日。资产端，

92.21%的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为 4.79%，基准利率为贷款发放日发布

的一年期 LPR，不同贷款加点幅度不同，按季调息，基准利率调整日为贷款发放日满一

个季度的对应日。 

【点评】随着 LPR 形成机制的实施，未来信贷 ABS 中出现不同基准利率贷款

混合入池的情况将逐步常态化，在产品利率设置、现金流计算方式、交易结构等

方面将迎来新的尝试与创新。 

 首单同一交易结构既有正保理又有反保理资产供应链储架 ABS 获批 

2019 年 9 月 16 日，由国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报的“国新保理-浦银安盛资管央企

供给侧改革供应链 1-10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获得深交所出具的无异议函。该项目

的原始权益人为国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为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

律顾问为大成律师事务所，储架规模 50 亿元。 

该项目系国内第一笔在同一交易结构中既有正向保理资产又有反向保理资产的储架

式资产证券化项目，实现了正、反向保理资产同时储架申报的重大突破，构建了间接融

资和直接融资渠道并行、银行间市场与沪深交易所市场并行的融资格局。 

【点评】供应链金融 ABS 屡现创新，继同一储架纳入多原始权益人、多核心

企业、多确权方式共同申报后，在多类保理资产共同储架申报方面实现又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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