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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政策——2019 年 10 月 9 日，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其他部门下发《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

的通知》，为全面、深入贯彻《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实

现融资担保机构和融资担保业务监管全覆盖，将未取得融资担保业

务经营许可证但实际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信用

增进公司等机构纳入监管。 

 《补充规定》明确指出对开展债券发行保证、担保业务的信

用增进公司，应按照《条例》规定向属地监管部门申领融资

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接受监管，有效完善此类机构的监

管制度，有利于提升信用增进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保障行业整体平稳健康发展。 

 《补充规定》将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纳入融资担保监管。 

 《补充规定》对《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进行补充规

定，明确了对净资产的适用口径的要求，变相加强了对集中

度、杠杆倍数及资产比例等指标的监管要求，有利于行业整

体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 

 行业数据——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我国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的

债券余额合计为 6,387.30 亿元，由包括信用增进公司和深圳市高新

投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44 家公司担保。2019 年 10～11 月，共计 18

家主要担保和信用增进公司为新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新增担保额合

计为 230.10 亿元。 

 发债情况——本期担保行业新发 1 只债券，发行主体为江苏省

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总额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3+N）年期，发行方式为公募发行；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

债券类别为可续期公司债。截至 2019 年 11 月末，融资担保存续债

券共计 18 只，存续债券余额合计为 143.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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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解读 

为规范融资担保行业经营，加强行业监管，提升小微企业和“三农”支持意愿和能

力，国务院于 2017 年 8月公布了《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从立法目的、定义、经营规则、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以法的形式明确了融资担保

公司的监督管理体制。2018 年 4 月，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

监会”）下发关于《条例》的四项配套制度的通知，从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融资担保

责任余额计量办法、资产比例管理办法和银担业务合作指引等四个方面对《条例》进行

补充。 

为全面、深入贯彻《条例》，实现融资担保机构和融资担保业务监管全覆盖，将未

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但实际经营融资担保业务的机构纳入监管。2019 年 10 月

9日，银保监会联合其他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从严规范融资担保业务牌照管理，将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和开展债券发

行保证、担保业务的信用增进公司等机构纳入监管，实现了融资担保机构和融资担保业

务的监管全覆盖，为信用增进公司业务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依据；同时，《补充

规定》对《条例》四项配套制度中有关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进行了补充规定，增加了

对净资产的适用口径的要求，导致对部分公司集中度、杠杆倍数及资产比例等指标要求

的提升，有利于进一步增强融资担保行业整体的业务风险管理能力。 

将信用增进公司纳入融资担保监管，有利于提升信用增进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

性，保障行业整体平稳健康发展。 

《补充规定》明确指出对开展债券发行保证、担保业务的信用增进公司，由债券市

场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同时应按照《条例》规定向属地监管部门申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

许可证，并接受监管。 

根据 Wind统计，自 2009年 9月我国首家信用增进公司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以来，全国范围内共有 11家信用增进公司，绝大部分为国资或金融企业背景，

且注册资本较高，在 40.00 亿元以上，其中 4家企业在债券发行资本市场较为活跃，债

券信用增进业务拓展较快，单笔规模较高，包括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2019 年 11月末上述信用增进公司债券担保情况见下表。 

表 1  2018年～2019 年 11 月末主要信用增进公司债券担保情况（单位：亿元、只） 

机构名称 
期末担保

债券余额 

期末担保

债券只数 

期间担保债

券发行额 

期间担保

债券数 
净资产 净资产报告期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806.17 271 411.40 63 102.18 2019-09-30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

限公司 
369.72 33 48.42 8 62.31 2019-09-30 

天府(四川)信用增进

股份有限公司 
237.50 39 237.50 39 41.97 2019-06-30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45.10 23 158.00 19 62.74 2018-12-31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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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将信用增进公司纳入融资担保监管后，《条例》及四项配套文件可有效完

善此类机构的监管制度，有利于提升信用增进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保障行业整

体平稳健康发展。但同时，《条例》严格的集中度、杠杆倍数及资产比例等指标要求，

短期内将对单笔业务规模较高、业务规模总量较大的信用增进公司的业务拓展形成一定

冲击。 

将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纳入融资担保监管。 

对《补充规定》印发之后继续开展住房置业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和新设立开展住房

置业担保业务的融资担保公司，应向监管部门申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严格执行

《条例》及四项配套制度的监管要求，并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 

目前，我国现存的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主要是各地方以政府预算资助、资产划拨以及

房地产骨干企业认股设立的。根据 Wind 统计，住房置业担保公司注册资本普遍较低，

最高为 10.00 亿元，且绝大部分低于 1.00 亿元，业务较为单一，主要为借款人办理个

人住房贷款提供担保。 

对《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进行补充规定，变相加强了对集中度、杠杆倍数

及资产比例等指标的监管要求，有利于行业整体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 

《补充规定》对《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以下简称“《计量办法》”）第

4条、第 6条和第 11条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见下表。 

表 2  《补充规定》中《计量方法》修改前后对照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 4条 

融资担保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

的规定计量和管理融资担保责

任余额。 

融资担保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计量和管理

融资担保责任余额。本办法中的净资产应当根据

融资担保公司非合并财务报表计算。 

第 6条 

单户在保余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

下且被担保人为小微企业的借

款类担保业务权重为 75%。 

单户在保余额 200万元人民币以

下且被担保人为农户的借款类

担保业务权重 75%。 

单户在保余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且被担保人为

小微企业的借款类担保业务权重为 75%。 

单户在保余额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且被担保人为

农户的借款类担保业务权重为 75%。 

为支持居民购买住房的住房置业担保业务权重为

30%。住房置业担保业务仅包括住房公积金贷款担

保业务和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担保业务。 

第 11条 

借款类担保责任余额=单户在保

余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微

企业借款类担保在保余额×

75%+单户在保余额 200万元人民

币以下的农户借款类担保在保

余额×75%+其他借款类担保在

保余额×100%。 

借款类担保责任余额=单户在保余额 500万元人民

币以下的小微企业借款类担保在保余额×75%+单

户在保余额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农户借款类担

保在保余额×75%+住房置业担保在保余额×30%+

其他借款类担保在保余额×100%。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大公整理 

其中，第 4 条的修改势必将影响融资担保公司集中度和融资担保责任余额放大倍数

等重要监管指标的计算结果，压缩融资担保公司单笔业务和业务总量规模，对部分合并

口径与非合并口径净资产规模差异较大的融资担保公司形成较大冲击。现阶段，部分融

资担保公司的非合并口径净资产不足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40%，上述条款修改将对其新业

务开展形成较大限制，将推动融资担保机构间分保业务的快速发展，融资担保行业业务

模式或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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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补充规定》、《条例》及四项配套制度主要指标 

监管事项 监管指标 详情 

机构

设立 

融资担保公

司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 

股东情况 股东信誉良好，最近 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跨区经营融

资担保公司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 

经营情况 
经营融资担保业务 3年以上，且最近 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最近 2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融资再担保

公司 
- 

融资再担保公司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业务

经营
1
 

集中度 

单一客户 
融资担保公司对同一被担保人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

其净资产的 10%。 

单一客户及

关联方 

对同一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

净资产的 15%。 

单一客户债

券发行 

对被担保人主体信用评级 AA 级以上，计算集中度时，融资担保

责任余额按在保余额的 60%计算。 

业务规模 

借款类担保

责任余额 

单户在保余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小微企业借款类担保在保余额

×75%+单户在保余额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农户借款类担保在保余

额×75%+住房置业担保在保余额×30%+其他借款类担保在保余额×

100%。 

发行债券担

保责任余额 

担保人主体信用评级AA级以上的发行债券担保在保余额×80%+其他

发行债券担保在保余额×100%。 

其他融资担

保责任余额 
其他融资担保在保余额×100%。 

融资担保责

任余额 

借款类担保责任余额+发行债券担保责任余额+其他融资担保

责任余额。 

杠杆倍数 

融资担保责

任余额放大

倍数 

（借款类担保责任余额+发行债券担保责任余额+其他融资担

保责任余额）/净资产≤10。 

对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占比 50%以上且户数占比

80%以上的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责任余额放大倍数上限可以提高

至15倍，则此类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责任余额/净资产≤15。 

资产 资产分级
2
 

一级资产 

银行存款；存出保证金；货币市场基金；国债、金融债券；可随时赎

回或 3 个月内到期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债券信用评级 AAA 级的债

券及其他货币资金。 

二级资产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债券信用评级 AA 级和 AA+级的债券；对其他融

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的股权投资；对在保客户股权投资 20%部

分；对在保客户且合同期限六个月以内的委托贷款40%部分和不超过

净资产30%的自用型房产。 

三级资产 

对在保客户股权投资80%部分以及其他股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优

先股和普通股）；债券信用评级AA-级以下或无债券信用评级的债券；

投资购买的信托产品、资产管理计划、基金产品、资产支持证券等；

对在保客户且合同期限六个月以内的委托贷款60%部分，以及其他委

托贷款；非自用型房产；）自用型房产超出净资产30%的部分；其他

应收款。 

                                                             
1 计算融资担保公司融资担保放大倍数和集中度时，净资产需扣除对其他融资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的股

权投资，且按照非合并财务报表计算。 

2 在计算一级资产、二级资产、三资产、资产总额以及资产比例时，应予扣除融资担保公司受托管理的政

府性或财政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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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比例 - 

1、（净资产+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资产总额×60%； 

2、（一级资产+二级资产）≥（资产总额-应收代偿款）×70%； 

3、一级资产≥（资产总额-应收代偿款）×20%； 

4、三级资产≤（资产总额-应收代偿款）×30%。 

二、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担保行业新发 1 只债券，发行总额为 10.00 亿元，债券类别为可续期公司债，

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担保行业新发 1 只债券，发行主体为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总

额为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3+N）年期，发行方式为公募发行；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发行债券类别为可续期公司债。截至 2019 年 11月末，融资担保存续债券共计 18只，存

续债券余额合计为 143.50 亿元。 

表 4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债券简称 发行总额 发行主体 发行种类 募集资金用途 

19信保

Y1 
10.00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 

可续期公

司债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5亿

元用于子公司江苏省再保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增资，7.5亿元

用于子公司江苏省融资再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增资。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市波动 
本期担保行业无债市异常波动债券。 

（三）债务到期情况 
本期担保行业无债务到期情况。 

三、本期行业情况 

截至 2019年 11月末，我国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的债券余额合计为 6,387.30亿元，由

包括信用增进公司和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44 家公司担保。 

2019年 10～11月，有 18家担保、信用增进公司及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新

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新增担保额合计为 230.10 亿元。 

表 5  2019年 10～11 月我国主要担保和信用增进公司新增债券担保 

担保机构 担保发行额（亿元） 所担保企业数 涉及债券数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00  6 6 

天府(四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35.90  6 6 



                                     监测报告 | 融资担保行业 

 6 / 6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5.80  6 6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 4 

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1.00  2 2 

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0  2 2 

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9.00  3 3 

湖北省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20  2 2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6.00  2 2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5.00  1 1 

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5.00  1 1 

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00  1 1 

陕西信用增进有限责任公司 5.00  1 1 

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00  1 1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3.00  1 1 

合计 211.90 38 39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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