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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首单类 UP-REITs模式创新看类 REITs发展 

资产重组结构再突破 底层动态管理有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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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国内首单类 UP-REITs发行并在上

交所挂牌转让，产品借鉴了美国 UP-REITs 的伞状结

构，是国内类 REITs领域的重要创新突破。本文从国

内类 REITs 发展推进情况出发，分析中国类 REITs演

进趋势；针对类 UP-REITs 创新产品，对比其与美国

UP-REITs的异同，并以“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分析其产品搭建原理与特征。 

从国内类 REITs的发展演进情况看： 

 类 REITs 创新主要为基础资产类型的延拓，产品

结构层面的鲜有突破，基础资产在产品存续阶段

以静态管理模式为主。 

 资金与资产的动态扩容预计会是类 REITs 演进

下半场的主要突破方向，扩容将进一步助推不动

产资产管理水平升级，实现类 REITs规模加速成

长，提振市场信心，给相关监管制度、法律制度

的制定与健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与预期。 

针对类 UP-REITs创新及美国 UP-REITs产品： 

 类 UP-REITs 本质上仍属于类 REITs 产品，主要

区别体现在资产重组结构搭建环节。相较于“双

SPV+项目公司”模式，类 UP-REITs 通过构建经

营性合伙企业，合理降低了资产重组环节及收益

传导过程中的税务负担。 

 美国 UP-REITs 的优势除了合理避税和递延纳税

外，还体现在能够动态管理不动产组合实现

REITs 规模的扩大。 

 虽然类 UP-REITs产品结构形似美国 UP-REITs，

但实际运作中难以发挥伞状结构在实现目标物

业快速扩充更替方面的优势，仍然有待进一步改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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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国内首单类 UP-REITs 发行并在上交所挂牌转让，是国内类 REITs 领域的又

一创新，类 REITs 作为中国公募 REITs 正式推出前的“孵化器”，其每一项突破对行业的前行

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从国内类 REITs发展推进情况出发，阐述类

REITs 的现行产品搭建及期限设计特点，分析中国类 REITs演进趋势。其次，针对本次国内首

单类 UP-REITs 创新产品，对比其与美国 UP-REITs 的异同，并以“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分析其产品搭建原理与特征。 

一、国内类 REITs 发展情况概述 

不动产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简称“REITs”），是指专业的投资

与资产管理机构运用发行单位收益凭证的方法，以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募集资金，进行不动产

投资经营管理，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金融投资产品。从投资人的角度，

REITs产品满足了其用低门槛、高流通性的零散资金参与不动产领域的投资需求。从物业持有

人的角度，REITs产品既能够实现不动产的即期价值完成快速周转、风险转移，又可以通过持

有 REITs份额锁定经营性物业的未来收益。从不动产行业发展的角度，REITs 的推出有利于稳

定长期市场信心，同时帮助房地产行业转变套现式的高杠杆经营思路，着眼资产盘整优化经营

的未来成长，让资产价值从“强供需高周转”的方式中脱离回归理性，增强房地产行业的长期

韧性。REITs已成为成熟房地产金融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目前尚未出现真正的 REITs产品，中国版 REITs的发展仍处在探索的道路中。2002年

房地产信托业务在我国首次登台亮相，此后相继出台了各种鼓励开放国内 REITs融资渠道、开

展 REITs试点工作等相关政策。2014年 4月，“中信启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正式成立并在深

交所挂牌转让，拉开了国内类 REITs实践序幕。 

类 REITs具备了 REITs 的雏形，且通过多层结构的设计实现了将不动产从原持有人手中出

表隔离并证券化上市流通的基础目标。虽然类 REITs 与真正的 REITs在产品组织结构、发行募

集方式、收益分配措施、交易流通能力等方面与 REITs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基于国内现有的金

融工具、法律基础、税收制度，类 REITs通过多层结构的设计实现了将不动产从原持有人手中

出表隔离并证券化上市流通的基础目标。 

类 REITs 创新主要为基础资产类型的延拓，产品结构层面的鲜有突破，基础资产在产品存

续阶段以静态管理模式为主。目前类 REITs的基础资产以购物中心、写字楼、公寓为主，并逐

渐延拓至仓储物流、基础设施领域，产品结构大多采取“双 SPV”1模式，不动产组合在存续阶

段未实现动态管理，仍以静态形式为主。  

资金与资产的动态扩容预计会是类 REITs 演进下半场的主要突破方向，扩容将进一步助

推不动产资产管理水平升级，实现类 REITs 规模加速成长、提振市场信心，给相关监管制度、

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健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与预期。在国际成熟市场上，REITs产品会在发展

                                                             
1
 “双 SPV”为现行国内类 REITs主要运用的产品结构形态，指通过私募基金收购底层资产，资产支持证券购买私募基金份

额的两层结构设计，最终实现投资人间接持有底层资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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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断收购新的不动产加入组合，平台化、动态的经营管理底层资产。这一方面取决于公

募 REITs灵活的交易流通机制，较易实现买方资金扩容；另一方面，对经营管理团队提出了较

高的专业要求，通过资金扩容与资产注入形成良性循环，实现不动产组合的扩张式发展，为投

资人的退出提供更多更优的选择。但国内类 REITs 局限于金融工具的自身属性及配套制度，大

多用固收性质的资产支持证券和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作为 SPV间接持有目标资产，仍然停留在

被动式的、静态的且较为单一的资产经营管理模式上。通过引入“储架式审批发行”、“可扩

募机制”等各种创新尝试，能够看到类 REITs正在向公募 REITs努力靠拢、扎实迈进。总的来

看，中国版 REITs 正在从资金端扩容着手，逐步延伸至不动产组合的扩容，但落地依旧困难，

仍在进一步探索。 

图 1  国内类 REITs 募集资金及底层不动产特征的演进迁移 

 

数据来源：大公整理 

2020 年 2 月，国内借鉴美国 UP-REITs 的伞状结构，出现首单类 UP-REITs 创新产品。伞

状结构有利于实现目标资产组合的快速扩充动态管理，以及更优的税务解决方案。国内首单类

UP-REITs 形似美国 UP-REITs，能够发挥税收成本优势，但在目标资产的扩充方案上仍存在不

足。总的来说，该产品是类 REITs领域为数不多的产品结构层面的创新突破，是推进公募 REITs

落地道路上的新的尝试，具有行业重大意义。 

二、类 UP-REITs 模式研究 

据上交所披露信息显示，2020年 2月 18日“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正式成立并在上交所挂牌转让，发行规模 4亿元，原始权益人为天津金茂信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标的物业为金茂重庆珑悦社区商业。从公开资料显示的产品信息来看，此单产品结构的搭

建未使用国内传统类 REITs“双 SPV+项目公司”的结构，因其形态特征与美国 Umbrella 

Partnership REITs（简称“UP-REITs”）较为接近，为国内首单类 UP-REITs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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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UP-REITs 产品模式 

美国作为 REITs产品的发源地，伴随着相关法规及税收制度的不断发展，产品结构曾发生

过多次变化，由早期的契约型 REITs 逐步转变成公司型 REITs，至 1992 年 Taubman Centers

公司创新性的采用了 UP-REITs 结构，转变了由 REITs 直接持有不动产的模式，增加了不动产

组合经营管理的灵活度，快速实现了底层不动产组合平台式的扩张。 

图 2  美国 UP-REITs 产品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大公整理 

美国 UP-REITs 通过构建经营性合伙企业作为标的物业持有人的方式，相较与传统 REITs

结构有两大显著优势，一是基于经营性合伙企业税制优势实现税收递延的效果，二是通过物业

出资换取合伙份额、合伙份额对应 REITs份额的方式实现原不动产持有人的快速周转及不动产

组合的更替扩充，有利于增强整个资产组合的流动性、成长性。具体来看， 

在产品运作模式上，由原不动产持有人以物业出资的方式向经营性合伙企业注入目标资产

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hip,简称“LP”），并获取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

（Operating Partnership Unit,简称“OP单位”）。UP-REITs类似传统公司型 REITs，仍然

为法人形式，以现金出资的方式，成为经营性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ship，

简称“GP”），并获取一定的 OP单位。 

REITs 份额与 OP 单位之间存在联动转换关系。投资人通过认购 UP-REITs 持有 REITs 份

额，间接持有 OP单位，享受不动产组合经营性成长带来的收益增值。原不动产持有人获取 OP

单位后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禁售期，禁售期完成后，则可以通过转让 OP 单位的方式获取现金

或兑换持有 REITs份额，享受不动产成长性收益。 

税收层面上，在资产重组阶段，通过不动产出资的方式替代不动产转让，合理规避了全额

资产转让产生的相关税费。同时，禁售期完成后，由于有限合伙人仍可以将 OP单位转换为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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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持有，给原不动产持有人提供了递延缴纳税费的选择。 

目前美国市场中较大部分 REITs产品采用了伞状结构。但由于此模式下，部分不动产持有

人相较于将不动产注入底层地产池后通过整体组合价值的提升获取更大收益的方式，更希望享

受原有不动产的独立性收益成长；同时，较多合伙人的加入，也带来了潜在的利益冲突摩擦，

所以市场中仍有不少 REITs 保留了直接持有物业的传统结构。 

由于每次新资产的注入都引入了一个新的有限合伙人，需要进行新的资产价值评估、所有

合伙人再次达成协议并更新合伙份额，同时单位合伙份额与 REITs份额之间有联动关系，增加

了定价转换的工作复杂性。因此，在 UP-REITs的基础上，延伸出了 DOWN-REITs，通过构建多

个经营性合伙企业，使得每个合伙企业的份额划分更加独立便于管理。 

（二）国内首单类 UP-REITs 产品模式 

我们以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来分析类 UP-REITs的产品模式。类

UP-REITs在产品层仍然采用了和类 REITs相似的“双 SPV”结构；在目标资产构建层，使用经

营性合伙企业替代之前的项目公司来进行资产重组获取标的资产。由于产品参与角色较多且链

条较长，图 3 着重整理了“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产品搭建逻辑，现

金流及产品服务机构未在其中罗列。 

图 3  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产品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大公整理 

产品结构自下而上逐步构建。首先，原资产持有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将标的物业装入重庆

珑悦有限合伙企业中，保证标的资产运营管理的独立清晰，获取初始 LP 份额；基金管理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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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约型股权投资基金，原始权益人认购初始份额。然后，基金设立 SPV1 公司和 SPV2 公司，

SPV1 公司通过与嘉兴畅悦进行承债式份额收购的方式，成为重庆珑悦的新有限合伙人；SPV2

公司通过受让天津畅和持有的普通合伙份额，成为重庆珑悦的新普通合伙人。通过以上操作完

成了目标资产的构建，私募基金间接持有标的物业，并享受标的物业经营收入带来的分红。 

增信措施方面，“金茂华福-重庆金茂珑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采用了结构化分层、现金流

超额覆盖、金茂投资提供流动性支持、标的物业抵押至私募基金的方式。 

税收优势方面，资产重组阶段，有限合伙人通过实物出资的方式将目标资产装入经营性合

伙企业，合理规避了资产转让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经营性合伙企业的运营阶段，根据财税〔2008〕

159 号文，合伙企业在持有期内无需缴纳所得税，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缴纳个人或

企业所得税，避免了多层结构中的重复纳税问题。同时，基金以“股权+债权”的形式持有 SPV1

公司，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 46 条以及《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非金融企业关联方的利息支出，

不超过 2：1 范围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合理降

低了收益传导过程中的税务负担。 

标的资产的动态管理方面，相比较于类 REITs 的“垂直收购结构”，类 UP-REITs借鉴美国

UP-REITs 在私募基金与标的资产之间架出一个“伞状结构”，更易完成基础资产的持续注入。

在该结构中，经营性合伙企业成为资产注入的载体和桥梁，资产通过 LP 注入到合伙企业实现

不动产组合资产规模的扩大，美国 UP-REITs用 REITs 直接持有合伙企业的 GP份额现金出资较

灵活，类 UP-REITs 用私募基金或信托持有 GP份额，所以在现金出资的灵活度上会受到私募基

金相关监管制度的影响。该产品虽引入了扩募机制，做好了结构和合理避税的铺垫，但在实际

操作中仍然面临困难，较难实现 REITs资产的平台化管理，仍有待后续进一步观察与推进。 

图 4  类 REITs、类 UP-REITs、美国 UP-REITs 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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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持有 GP 持有 LP 

持有股+债 持有股 

认购 

受让 

经营性合伙企业 

UP-REITs 

不动产卖方

（多个） 

标的物业（多个） 

投资人 

现金出资 

持有 GP 份额 

物业出资 

持有 LP 份额 

 

认购 

持有 reits 份额 

持有 

国内类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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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国内首单类 UP-REITs 产品出现的助推成因同美国 UP-REITs 的出现有相似之

处，通过构建经营性合伙企业的形式，在资产重组环节能够实现避免双重纳税、减少税费及延

迟纳税的目的。目前，超过 75%的美国上市 REITs产品中采用了 UP-REITs的结构，类 UP-REITs

对于国内类 REITs 市场来说是一项新的尝试与突破，我们预计未来在类 UP-REITs 中也会有更

多的基础资产类型创新，同时，类 UP-REITs 为优化税收及动态注入资产打下了基础，标的资

产动态经营管理在中国的真正实践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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