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点 
 

2020.10.01-2020.10.31 

监测周期 

行 业 
 

债 市 
 

 

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监测月报 
——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持续推进，存量地产证券化仍为市场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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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将在年内落地，预计未来向新基建延伸 

【点评】《清单》第十条“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试点”中提及的交通、水利、物流仓储、产业园区等基

础设施主要涉及传统基建领域。但展望未来，新基建领域也应当

成为公募 REITs 基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以物联网等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

设施等，这些领域同样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且更能够引领技术进

步。 

 物业公司上市潮再起，物业服务已为房企竞逐的“第二赛道” 

【点评】2020 年以来，大量房企分拆旗下物业版块于港股上市，

一方面相较于房地产行业，港股对物业管理行业的估值相对更高；

另一方面房企在“三道红线”重压之下，无论物业管理板块是否

已运营成熟，部分企业急于推动物业管理公司分拆上市，通过股

权融资方式补充权益，此举将会显著改善企业杠杆水平，尤其是

资产负债率和净负债率。 

监测报告 

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深交所首单单 SPV 结构 CMBS 产品成功发行 

【点评】自 2020年 5月以来，资产证券化市场已累计成功发行四

单单层 SPV结构 CMBS。单层 SPV结构从成本和复杂性上较双层 SPV

结构更具有优势，但截至目前单层 SPV结构 CMBS尚未成为市场主

流，主要由于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动产登记部

门仍存在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外主体抵押登记的限制，其核心

难点在于能否协调与沟通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将计划管理人作为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代表登记为抵押权人。 

 招商蛇口首单储架式权益型购物中心类 REITs 成功发行 

【点评】2019年 12月，招商蛇口分拆重组其位于深圳蛇口的新时

代大厦等五项商业物业作为 REITs 的底层资产，在香港交易所成

功发行招商局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1503.HK）。此次招商蛇

口选择在深交所发行类 REITs 产品，一方面是受疫情影响，香港

商业物业 REITs 市值普遍缩水；另一方面可能出于融资考虑，相

较于标准 REITs的严格资金投向及杠杆率等方面的限制，类 REITs

在募集资金使用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新发债——本期新发行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13 只，产品总额

207.88 亿元。其中，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2 只，产品总

额 17.92亿元；CMBS/CMBN产品共发行 8只，产品总额 162.03亿

元；类 REITs产品共发行 2只，产品总额 17.43亿元；其他房地产类

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1只，产品总额 10.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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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行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13只，产品总额 207.88亿元 

目前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在 ABS 市场中并无公认、严格的定义，本报告所指房

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是以非金融企业作为发行人、底层基础资产涉及房地产主营业务

收入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此定义下，本报告重点关注五种基础资产类型：物业费、物

业租金、购房尾款、CMBS/CMBN 和类 REITs。 

本期新发行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13 只，产品总额 207.88 亿元。其中，购房尾款

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2 只，产品总额 17.92 亿元；CMBS/CMBN产品共发行 8 只，产品总

额 162.03 亿元；类 REITs 产品共发行 2 只，产品总额 17.43 亿元；其他房地产类资产证

券化产品共发行 1 只，产品总额 10.50 亿元。 

表 1  本期新发行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情况（单位：只、亿元、%） 
基础资产类型 发行数量 发行金额 发行金额占比 

购房尾款 2 17.92 8.62 

CMBS/CMBN 8 162.03 77.95 

类 REITs 2 17.43 8.38 

其他 1 10.50 5.05 

合  计 13 207.88 100.0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1．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产品 

本期新发行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产品 2 只，产品总额 17.92 亿元。 

表 2  本期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项目名称 发行规模 产品期限 债项评级 分层 发行利率 

五矿-光大-中交第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0.65 2.00 AAA/AA+ 70.42/23.47 - 

中山-新力 2020 年第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7.27 2.02 AAA/AA+ 68.78/26.13 7.00/7.5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CMBS/CMBN 产品 

本期新发行 CMBS/CMBN产品 8 只，产品总额 162.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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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期 CMBS/CMBN 产品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项目名称 发行规模 产品期限 债项评级 分层 发行利率 

中信建投-宝地资产-上海宝地广场 1 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6.75 17.82 AAA 99.40 3.50 

杭州湖滨银泰 2020 年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39.00 17.16 AA+/AA 61.54/35.90 4.50/5.34 

华夏资本-金地火花长租公寓 2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36 2.98 AAA 99.58 4.60 

国泰君安-厦门宝龙一城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5.00 18.00 AAA 99.80 - 

中金-首开-丽亭宝辰端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8.41 9.02 - 99.95 4.30 

国君-印象济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0.50 17.85 AAA 95.24 4.20 

中金-钱投-杭州国际会议中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01 18.01 AAA 99.95 3.98 

中金-印力深圳印力中心第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40.00 18.01 AA+ 95.00 4.4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3．类 REITs 产品 

本期新发行类 REITs 产品 2 只，产品总额 17.43 亿元。 

表 4  本期类 REITs 产品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项目名称 发行规模 产品期限 债项评级 分层 发行利率 

光大天风-光控安石绿城尊蓝酒店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9.48 18.02 AAA 94.94 4.20-4.40 

中信金石-招商蛇口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7.95 4.79 - 65.45 4.20-4.8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4．其他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本期新发行其他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 1 只，产品总额 10.50 亿元。 

表 5  本期其他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项目名称 发行规模 产品期限 债项评级 分层 发行利率 

国开-广西农垦土地承包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0.50 9.60 AAA 95.24 5.10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国开-广西农垦土地承包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原始权益人为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是全国首单面向农户的农村土地承包费 ABS，底层资产是近万名农垦职工及农

户的土地承包费租金收入。该产品也是继 2019 年 11 月全国首单土地承包金 ABS—“工银

瑞投-海垦控股集团土地承包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后的第二单土地承包费 ABS。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监测期无房地产类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信用级别调整。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将在年内落地，预计未来向新基建延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10 月 11 日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和 10 月 18 日发改委发布的《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均提出依法依规在交通、水利、物流仓储、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领域推出公募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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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人士预计，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将在年内落地。初期选择上述领域推出公募

REITs，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领域有补短板需求，另外，这些都是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比

较适合在试点初期推出。预计未来会向新基建相关领域延伸。 

今年以来，公募 REITs 试点推进蹄疾步稳。4 月 30 日，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8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9 月 4 日，上交所和

深交所分别就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9 月 22 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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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自 8 月份北京、上海先后启动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项目申报以后，已有多

家公司申报基础设施公募 REITs。《证券日报》记者据上市公司公告不完全统计，截至 10

月 19 日，首创股份、渤海股份和东湖高新等 3 家上市公司公告称，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申报发行工作。 

【点评】《清单》第十条“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试点”中提及的交通、水利、物流仓储、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主要涉及传统基建

领域。但展望未来，新基建领域也应当成为公募 REITs基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以物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算力

基础设施等，这些领域同样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且更能够引领技术进步。 

要闻 2：物业公司上市潮再起，物业服务已为房企竞逐的“第二赛道” 

10 月 30 日，房企十强之一世茂的物业公司——世茂服务在港股上市。官方资料显示：

世茂服务（0873.HK）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该股此次 IPO 定价 16.6 港元，超额配股

权行使后，共募集资金约 110 亿港元。 

自彩生活（01778）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在香港挂牌上市开始，中国内地物业公司正

式开启香港上市之路，尤其是今年以来，港交所物业板块估值攀升，刺激房企拆分物业

上市不停。除 10 月底上市的世茂服务，在过去数月中，港交所中的物业公司不断“上新”，

包括银城生活服务、弘阳服务、兴业物联、鑫苑服务、金融街物业、烨星集团、保利物

业、卓越商企服务等。而融创、华润、恒大分拆出的融创物业、华润万象、恒大物业也

分别于 8 月 6 日、8 月 31 日、9 月 29 日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目前正在等待港交所聆

讯，不久之后就将上市。 

分析人士总结，物业管理行业在 2020 年受到资本追捧，一是因为其本身属于典型的

轻资产模式，前期无需大量资金投入，物业费收入又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第二就是庞

大的增量和存量市场保证了日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增值服务的可能性也为其提供了想

象空间。 

一直以来，规模化增长是物管企业经营的主要指标，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

需要加速提升自身城市深耕“浓度”。目前，行业内差距有 10 倍之多，做深区域，企业

将会带来更多增长预期，也会带来更多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 

实际上，物业公司应该注重提高自身服务的附加值，并逐步改变自身盈利结构，提

升自身竞争护城河。克而瑞物管数据显示，17 家物业公司中，超过 65%平均物管收入是

上升的，我们认为，即使在存量领域，随着物业服务价格的逐步放开，物业公司有望获

得更高的盈利质量，而专项服务的开展使企业不再依赖单一物管收入，也重构了物业的

增长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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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2020 年以来，大量房企分拆旗下物业版块于港股上市，一方面相较

于房地产行业，港股对物业管理行业的估值相对更高；另一方面房企在“三道红

线”重压之下，无论物业管理板块是否已运营成熟，部分企业急于推动物业管理

公司分拆上市，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补充权益，此举将会显著改善企业杠杆水平，

尤其是资产负债率和净负债率。 

三、本期市场热点 

 深交所首单单 SPV 结构 CMBS 产品成功发行 

10 月 23 日，深圳印力商用置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的“中金-印力深

圳印力中心第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交所成功发行，项目规模 40 亿元，其中优先

档 38 亿元，AA+评级，发行利率为 4.4%；次级档 2 亿元，无评级。本期项目计划管理

人和推广机构为中金公司，托管银行为民生银行，监管银行为招商银行，律师事务所为

方达律所，参与机构还包括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渤海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民

生银行等。 

基础资产方面，底层标的—深圳印力中心原名为深圳国投广场，于 2007 年 9 月开业，

是集购物中心、写字楼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为深圳最资深的购物中心之一。印力

中心位于寸土寸金的深圳香蜜湖片区，可辐射 3 公里 44 万高端白领及家庭型消费客体，

60 多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 3,000 多家私营企业和近百所教育机构，并且拥有全球销

量第一的山姆会员店坐镇，是印力集团的旗舰购物中心之一。2017 年 2 月，印力集团宣

布启动物业升级改造。经过 2 年多的时间，打造了包括 LOFT 主题商业空间、美食主题

空间、下沉式广场、阶梯式花园、屋顶平台花园，商业体量达 5.2 万平方米，成为深圳品

质生活的新地标。 

【点评】自 2020 年 5月以来，资产证券化市场已累计成功发行四单单层 SPV

结构 CMBS。单层 SPV 结构从成本和复杂性上较双层 SPV结构更具有优势，但截至

目前单层 SPV结构 CMBS尚未成为市场主流，主要由于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大部

分地区的不动产登记部门仍存在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外主体抵押登记的限制，

其核心难点在于能否协调与沟通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将计划管理人作为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的代表登记为抵押权人。 

 招商蛇口首单储架式权益型购物中心类 REITs 成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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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功发行，意味着招商蛇口购物中

心资产价值与专业运营能力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进一步实现资产良性发展，同时也为

国内公募 REITs 的试点进行积极探索。 

据悉，本次类 REITs 项目储架规模为 50 亿元，首期发行规模 7.94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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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马群花园城购物中心位于南京市城东门户马群地铁站，马群花园城与地铁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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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马群站以及建设中的马群综合换乘中心无缝接驳。马群综合换乘中心是南京市首个区

域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将连接现有的地铁 2 号线、麒麟有轨电车、绕城公路、宁杭公路

等重要交通设施。5 公里范围辐射近 40 万常住人口以及 10 所高校师生，紧邻徐庄软件园、

马群科技园、紫东创意园、麒麟生态科技城等产业园区。 

【点评】2019 年 12 月，招商蛇口分拆重组其位于深圳蛇口的新时代大厦等

五项商业物业作为 REITs 的底层资产，在香港交易所成功发行招商局商业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1503.HK）。此次招商蛇口选择在深交所发行类 REITs 产品，一方

面是受疫情影响，香港商业物业 REITs 市值普遍缩水；另一方面可能出于融资考

虑，相较于标准 REITs 的严格资金投向及杠杆率等方面的限制，类 REITs 在募集

资金使用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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