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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证券化产品监测月报 

——ABS 市场进入四季度发行高峰期，REITs 配套细则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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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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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53只，产品总额 2,396.98亿元。

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5只，产品总额 772.34亿元；企业

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96 只，产品总额 1,255.61 亿元；资产支持票据

（ABN）产品共发行 42只，产品总额 369.02亿元。 

 信用级别变动——本期共有 3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涉及级别调整，其中，

1只级别上调，2只级别下调。 

监测报告 

资产证券化产品 

 全国首单面向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费 ABS 成功发行 

【点评】国有土地在权属、用途、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农

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往往只能为企业带来相对固

定的收益，难以将土地蕴含的潜在价值转换为充足的资本为企业发

展产生足够的动力。以国有土地承包合同债权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是农垦国有土地资本运作的重要实践，利于释放农垦实体经济活

力。 

 招商蛇口首单储架式权益型购物中心类 REITs 成功发行 

【点评】该项目的发行体现了投资人对于招商蛇口项目开发及运营

管理能力的高度认可，亦为招商局集团未来境内的权益型公募

REITs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证监会近期将发布基础设施 REITs 配套业务规则 

【点评】继北京 REITs产业发展 12条措施出台后，北京地区通过实

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与各方深度交流，公开征求市场意见，

逐步加深对 REITs 产业发展的理解，不断完善配套规则，规范市场。 

 广东证监局联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公司债券及公募

REITs 专题培训会 

【点评】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推动基础设施 REITs试点业务，

广东证监局通过举办广东省公司债券及公募 REITs专题培训会，研

讨相关政策，旨在更好的发挥市场职能，进而为相关业务的开展夯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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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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只，产品总额 2,396.98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本期新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153 只，产品总额 2,396.98 亿元，发行总额同比基本持

平。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5 只，产品总额 772.34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

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企业贷款、不良贷款、消费性贷款和租赁资产；企业

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96 只，产品总额 1,255.61 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应收账款、

消费性贷款、小额贷款、企业债权、租赁租金、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费、保理融资

债权、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资产支持票据（ABN）产品共发行

42 只，产品总额 369.02亿元，基础资产类型包括票据收益、应收债权、保理合同债权、

租赁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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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34 15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企业贷款、不良贷款、

消费性贷款、租赁资产 

企业资产证券化 1,255.61 96 

应收账款、消费性贷款、小额贷款、企业债权、租赁租

金、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费、保理融资债权、不动

产投资信托 REIT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资产支持票据

（ABN） 
369.02 42 票据收益、应收债权、保理合同债权、租赁债权 

合  计 2,396.98 153 -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 153 只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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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05.91 21.11 

信贷资产证券化 汽车贷款 3 129.18 5.39 

信贷资产证券化 企业贷款 1 82.14 3.43 

信贷资产证券化 不良贷款 2 20.28 0.85 

信贷资产证券化 消费性贷款 1 19.18 0.80 

信贷资产证券化 租赁资产 1 15.65 0.65 

企业资产证券化 应收账款 29 317.45 13.24 

企业资产证券化 消费性贷款 15 225.00 9.39 

企业资产证券化 小额贷款 10 193.80 8.09 

企业资产证券化 企业债权 17 188.61 7.87 

企业资产证券化 租赁租金 10 126.9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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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证券化 信托受益权 7 90.00 3.75 

企业资产证券化 基础设施收费 4 79.50 3.32 

企业资产证券化 保理融资债权 2 24.69 1.03 

企业资产证券化 不动产投资信托 REITs 1 7.25 0.30 

企业资产证券化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1 2.36 0.10 

资产支持票据 票据收益 34 325.06 13.56 

资产支持票据 应收债权 6 31.20 1.30 

资产支持票据 保理合同债权 1 7.76 0.32 

资产支持票据 租赁债权 1 5.00 0.21 

总计 - 153 2,396.98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2020 年 10 月，资产证券化产品级别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共有 2 只产品进行级

别下调，1 只产品进行级别上调。 

表 3  本期资产证券化产品涉及债券信用级别调整详细信息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评级机构 最新评级日期 最新债项评级 上次债项评级 

168329.SH 光信 2B 联合信用 2020-10-30 AAA AA+ 

131037.SH 巩燃 05 联合信用 2020-10-15 BB BBB 

131036.SH 巩燃 06 联合信用 2020-10-15 BB BBB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证监会近期将发布基础设施 REITs 配套业务规则 

10 月 16 日，北京市 2020 年基础设施 REITs 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大

会由北京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和北京证监局联合主办，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政府和中金公司共同承办。中国证监会债券部主任陈飞在会上表示，证监会、发

改委联合证券交易所、基金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等方面的力量有序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相关准备工作。目前证监会层面的业务规则已经正式发布；交易所、基金业协会和证券

业协会的配套规则已经完成了公开征求市场意见的阶段，近期也会在修改完善基础上依

据相关程序予以发布；登记结算配套细则和持续监管的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当中。 

【点评】继北京 REITs产业发展 12 条措施出台后，北京地区通过实地调研、

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与各方深度交流，公开征求市场意见，逐步加深对 REITs 产业

发展的理解，不断完善配套规则，规范市场。 

要闻 2：广东证监局联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公司债券及公募 REITs

专题培训会 

10 月 14 日，为加强公司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公募 REITs 试点等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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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辖区企业规范利用债券市场和债券创新产品，广东证监局联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广州

举办“广东省公司债券及公募 REITs 专题培训会”，辖区 81 家 AA+以上评级的债券发行人

等企业 140 余名高管和债券业务主管人员参加了培训。会上，来自上交所和证券公司有

关专家围绕交易所债券市场及公司债创新品种、资产证券化业务及公募 REITs 试点政策、

2020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与资本市场展望等专题作了授课培训，深入解读了公司债券

发行注册制及公募 REITs 等业务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并与参训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点评】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推动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业务，广东证监

局通过举办广东省公司债券及公募 REITs 专题培训会，研讨相关政策，旨在更好

的发挥市场职能，进而为相关业务的开展夯实基础。 

三、本期市场热点 

 全国首单面向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费 ABS 成功发行 

2020 年 10月 16 日，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农垦”）作为原

始权益人的“国开-广西农垦土地承包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交易所成功发行。项目规

模 10.5 亿元，其中优先档 10 亿元，期限 3+3+3+1 年，AAA 评级，票面利率为 5.1%；次

级档 0.5 亿元，无评级。本期产品监管行为国家开发银行，计划管理人和销售机构为国

开证券，托管银行为建设银行，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律师事务所为金杜。这是全国首

单面向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费资产支持证券。 

广西农垦创建于 1951 年，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的国有大型现代企业集团，中国制

造业 500 强、广西 50 强企业，是保障国家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中国特色新型

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广西农垦拥有 202 万亩土地，资产总额 562 亿元，下辖 28 家二级

企业，其中 10 家专业集团公司、18 家农场公司，分布在广西 14 个市 45 个县（区）。 

【点评】国有土地在权属、用途、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农村土地承

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往往只能为企业带来相对固定的收益，难以将土地

蕴含的潜在价值转换为充足的资本为企业发展产生足够的动力。以国有土地承包

合同债权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是农垦国有土地资本运作的重要实践，利于释放农

垦实体经济活力。 

 招商蛇口首单储架式权益型购物中心类 REITs 成功发行 

2020 年 10月 27 日，招商蛇口首期储架式购物中心类 REITs 产品“中信金石-招商蛇

口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招商蛇口首期类 REITs”）于深交所正式设立。本

次类 REITs项目储架规模为 50 亿元，首期发行规模 7.945亿元，产品期限为 3+2 年，本

储架项目首期标的物业为招商蛇口开发的南京马群花园城购物中心，是招商蛇口在深圳

以外异地复制的首座购物中心。花园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其中，1-3 层为

商业，4-9 层以上为酒店式公寓，是南京首个购物、娱乐、餐饮、休闲一体的体验式、花

园式购物中心。 

本次发行的招商蛇口首期类 REITs 是具创新意义的央企储架式权益型购物中心类

REITs 项目，是招商局集团在境内 REITs 领域的首次重大尝试。 

【点评】项目的发行体现了投资人对于招商蛇口项目开发及运营管理能力的

高度认可，亦为招商局集团未来布局的权益型公募 REITs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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