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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 ABS 产品监测季报 

                  ---多项政策全面助推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发展 

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三、本期市场热点 

作    者 

 全国首单 IDC 新型基础设施 ABS 成功发行 

【点评】作为全国首单以 IDC 新型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为基础

资产的 ABS 产品，其成功发行意味着 IDC 新型基础设施资产证

券化领域实现了探索性突破。随着监管机构逐步的政策支持，

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以引入更充足的资本支持，数据中心、5G、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产业有望率先受益。 

大公国际 结构融资部 

郑蒙、高浩仁、李丁怡 

联系电话：010-67413457 

邮箱：research@dagongcredit.com 

 《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为试点项目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点评】开展基础设施 REITs试点，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防风险、去杠杆、稳投资、补短板决策部署的有效政策工具，

是投融资机制的重大创新，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了试点项目须满足的基本条件、申请

材料要求、申报程序、合规性审查等要求，为试点项目顺利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 

 沪深交易所分别起草了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征求

意见稿，以保障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顺利开展 

【点评】上交所与深交所起草的征求意见稿，为保障基础设施

REITs试点的顺利实施、规范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上市审核、持续监管及交易等行为提供了良好框架与指引，

有助于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助推基础设施

REITs的发展步伐。 

 

 新发债券——本期新发行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共

计 7 单，发行总额 85.89 亿元。其中，资产支持证券（ABS）产品 6

单，发行总额 75.89 亿元；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 1 单，发行

总额 10.00 亿元。 

 信用等级调整——本期共下调 2 单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类资产支持

证券，“高供水 03～06”信用等级从 AA+下调至 AA，“PRG 桑德”

信用等级从 CC 下调至 C；上调 1 单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类资产支

持证券，“20 新苏环保绿色 ABN001 优先 A1～A2”信用等级从 AA+

上调至 AAA。 

监测报告 

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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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行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共计 7 单，产品总额 85.89 亿元 

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是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大类之一，其基础资

产指未来能够产生稳定、可预测现金流的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按照所属行业划分，其

基础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供热收费收益权、供水收费收益权、电力上网收费收益权、天然

气收费收益权、路桥收费收益权、废弃物处理收费收益权、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景区

门票收费收益权、公交票款收费收益权等。 

本期新发行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 7 单，产品总额 85.89 亿元。其中，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6 单，产品总额 75.89 亿元，基础资产包括供水收费收益权、

供热收费收益权、IDC 服务费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票据产品共发行 1 单，产品总额 10.00

亿元，基础资产为供水收费收益权。 

表 1 本期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单位：单、亿元） 
产品类型 发行数量 发行金额 基础资产 

企业资产证券化 6 75.89 公交票款/供热/供水/ IDC 服务费收费收益权 

资产支持票据 1 10.00 供水收费收益权 

合  计 7 85.89 -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7 单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表 2  本期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详细信息（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发行起始日 发行规模 优先级 发行利率 次级占比 底层资产 

德邦证券江南水务供

水收费收益权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20/9/25 9.00 AAA 3.44～4.40 5.00 供水 

平安-滨海国资供热收

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2020/8/26 34.99 AAA 4.50～6.70 5.03 供热 

海门市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2020/8/25 10.00 AAA 2.80～4.50 5.00 供水 

淄博博山热力供热收

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2020/8/4 2.55 AAA 5.50～7.00 7.84 供热 

万联证券-广州公交票

款收费收益权 2020

年第 1 期大湾区绿色

2020/7/30 10.50 AAA 2.98～3.56 5.05 公交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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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远洋-中金-云泰数通

一号第 1 期 IDC 新型

基础设施收益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2020/7/30 11.06 AAA 3.50～4.25 5.06 IDC服务费 

泰州交产公交客运经

营收费收益权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2020/7/16 7.79 AA+ 2.80～4.70 5.01 公交票款 

合  计 - 85.89 - - - -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三）信用等级调整 
本期共 1 单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涉及信用等级调高： 

（1）2020 年 7 月，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绿色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债券简称“20 新苏环保绿色 ABN001 优先 A1～

A2”）债项信用等级由 AA+上调至 AAA； 

本期共 2 单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涉及信用等级调低： 

（1）2020 年 8 月，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高密水业供水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债券简称“高供水 03～06”）债项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 

（2）2020 年 7 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将“桑德北京水务一期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债券简称“PRG 桑德”）债项信用等级

由 CC 下调至 C。 

表 3  本期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等级变动情况 

项目名称 评级机构 最新评级日期 
最新优先级
信用等级 

上次优先级
信用等级 

变动 
方向 

高密水业供水收费权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 
联合 2020/8/4 AA AA+ 调低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绿色资产

支持票据 

联合 2020/7/9 AAA AA+ 调高 

桑德北京水务一期绿色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中诚信 2020/7/6 C CC 调低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

知》正式发布，为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项目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8 月 3 日，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

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聚焦重点行业，鼓励新

型基础设施项目开展试点，明确优先支持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国家重大战略区

https://www.cn-abs.com/product.html#/detail/basic-info?deal_id=1313
https://www.cn-abs.com/product.html#/detail/basic-info?deal_id=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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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通知》对基础设施试点项目需满足的基本条件、申请

材料、申报程序及合规性审查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点评】开展基础设施 REITs试点，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风险、

去杠杆、稳投资、补短板决策部署的有效政策工具，是投融资机制的重大创新，

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了试点项目须满

足的基本条件、申请材料要求、申报程序、合规性审查等要求，为试点项目顺利

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要闻：证监会正式公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与征求意

见稿相比有所调整 

8 月 7 日，证监会公布了《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

“《指引》”），对基础设施 REITs 的产品定义、运作模式、机构主体责任、基金份额发售

方式和基金投资运作等进行了明确，并对相应规则进行了细化。与《征求意见稿》相比，

《指引》在部分内容方面有所调整，如交易结构方面，取消了“公募基金+单一 ABS”的

限制，允许一个公募基金持有多个 ABS，有利于在 REITs 的上层进行资产运作，通过买

入/卖出资产支持计划进行资本运作，实现 REITs 整体盘活；项目尽调方面，除了尽调原

始权益人外，还需穿透尽调原始权益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并需尽调基础设施项目

对外借款情况及基金成立后保留对外借款相关情况，对基金杠杆率尽调要求更加严格。

此外，《指引》要求强化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的专业胜任要求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受

托职责，发挥外部管理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专业作用，聚焦优质基础设施

资产，严把项目质量关。 

【点评】《指引》正式稿明确并细化了定义和相关规则，对基础设施 REITs

底层项目资质、项目穿透尽调、项目杠杆率等均做了明确规定，较征求意见稿相

比有所调整。同时，《指引》对相关参与主体的胜任及勤勉职责做出要求，进一

步增强了规范性及操作性。 

要闻：沪深交易所分别起草了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征求意见稿，以

保障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顺利开展 

9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分别起草了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相关配套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上交所

起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发售业务指引（试

行）》2 项配套业务规则；深交所起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业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审核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发售业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3 项配套业务规则。上述征求意见稿对基础设

施 REITs 申请条件、申请文件与审核程序、询价发售、上市与交易安排、存续期管理等

内容均进行了明确，对网下投资者认购等事项也进行了规范，强化了自律监管。 

【点评】上交所与深交所起草的征求意见稿，为保障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的

顺利实施、规范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审核、持续监管及交

易等行为提供了良好框架与指引，有助于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助推基础设施 REITs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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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压

实责任，规范行为 

9 月 22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中证协”）发布了《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细则》”），从明确注册

要求、规范行为、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以及建立差异化的自律措施等角度提出相关要求。《管

理细则》指出，券商、基金、信托、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银行

及其理财子公司以及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注册为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共六章、三十条：明确了基础设施基金网下投资者注册要求；规范基

础设施基金网下投资者行为；压实了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的责任。 

【点评】基础设施基金询价定价方式虽然与首发股票一致，但也存在诸多差

异，难以直接适用现有的首发股票网下投资者相关规则。在此背景下，《管理细

则》的起草，为维护市场秩序及网下投资者的自律管理提供了良好条件，为保障

相关业务试点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 

三、本期市场热点 
全国首单 IDC 新型基础设施 ABS 成功发行 

7 月 30 日，“远洋-中金-云泰数通一号第 1-10 期 IDC 新型基础设施收益权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产品储架规模 32.00 亿元，首期发行 11.06 亿元，

期限 9 年，优先 01 档至优先 09 档均获得 AAA 的信用等级，发行利率为 3.50%至 4.25%。

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北京云泰数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泰数通”），基础

资产为云泰数通的 IDC 服务收费收益权，为全国首单 IDC 新型基础设施 ABS。云泰数

通成立于 2011 年，是从事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的数字地产综合运营商。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云泰数通已投产机柜数约 10,000 个、在建机柜数约 9,000 个。同时，

云泰数通的直接客户已覆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间接服务于京

东等大型互联网、金融、云计算企业。 

【点评】 本项目作为全国首单以 IDC 新型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

ABS 产品，其成功发行意味着 IDC 新型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领域实现了探索性突

破。随着监管机构逐步的政策支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以引入更充足的资本支持，

数据中心、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产业有望率先受益。 

广州公交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三绿”公交票款收费收益权 ABS 

7 月 30 日，“万联证券-广州公交票款收费收益权 2020 年第 1 期大湾区绿色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该项目是全国首单具备绿色发行主体、绿色资

金用途、绿色基础资产的“三绿”公交票款收费收益权 ABS，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单公

交票款收费收益权 ABS。本项目发行规模为 10.50 亿元，期限 9 年，优先档均获得 AAA

的信用等级。原始权益人为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系广州市政府下属全资大型

国有企业，以经营地面公共交通客运主业为依托，集公共汽电车客运、轮渡客运、出租

车客运、公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仓储物流服务、站场建设管理、城市一卡通管

理、智能交通建设、附属资源开发与经营等业务于一体，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公共交通和

道路运输企业。 

 



                 监测报告 | 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 

 6 / 6 

【点评】绿色资产证券化范畴涵盖基础资产现金流符合绿色标准、募集资金

用于绿色产业领域、原始权益人主业绿色。本单广州公交绿色 ABS 的成功发行，

为全国公共绿色出行企业开拓了新型的融资方式，助力资产证券化发展创新。同

时,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提供了资金支持和保障,为盘活

国有企业优质资产提供了范例。 

中国中铁首单表外 PPP 项目全周期 ABS 业务顺利启动 

8 月 13 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首单表外 PPP 项目全

周期 ABS 业务“中铁一局肇庆国道 321 二期项目”ABS 推介会在广州分公司本部举行。

肇庆国道 321二期项目ABS融资是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乃至中国中铁PPP表外项目在

投融资领域的首次探索。该项目 ABS 的实施，将打通投融资管理“投资、融资、建设、

运营和退出”全链条中“最后一公里”的“退出”环节，实现投融资全链条管理，进一

步盘活存量资产，将资产变为资本，提前收回投资。 

【点评】中国中铁表外 PPP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探索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融资

模式的创新，在提高投资收益和充裕公司资金流的同时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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