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研究部

每周信息

每周信息
2014 年第 37 期（总第 175 期）

热点聚焦
信托公司并购业务：三大模式
信托业在历经整顿清洗、业务合规化后，选择了抵押贷款为主的模式，一度缺
席并购市场，从 2010 年渤海信托发行了“南岭华业并购贷款项目信托”至 2014 年
9 月，全行业只有 45 款并购产品发行。2014 年 4 月，银监会下发的 99 号文提出六
大转型方向，其中一条是“鼓励开展并购业务，积极参与企业并购重组，推动产业
转型”，并购业务开始重新进入信托公司视野。
模式一：并购贷款
2010 年以来的 45 款并购产品中，有 11 款以并购贷款为名，在这种模式中，信
托对于整个并购过程并未有太多介入，业务模式与信托公司的地产和基建业务最为
相近，只是满足主体针对收购而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从交易对手角度看，并购交
易的收购方实力往往较强，通常能拿银行贷款甚至发债，利息比信托融资低很多。
而且银行贷款能放三五年，可以跟完整个并购过程。与之相比，信托做并购贷款没
有太多优势，资金成本高、期限短，需要滚动发行。因此，并购类项目一般都是融
资方资金链实在紧张才找信托。
典型案例为中信信托 2012 年成立的“创达广州第一染织厂并购贷款信托”，该
信托计划募资 6 亿元向广州创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期限 3 年，收益率为
10.8%至 12.5%，贷款资金用于并购广州第一染织厂有限公司 65%股权。融资方广州
创达为知名地产开发商合生创展的下属公司，风控方式主要来自抵押物：广州增城
市 239498.29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上海市浦东新区 13 套别墅、广州市海珠区珠
江帝景苑建筑面积 38211.99 平方米在建工程；同时，广州珠江侨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及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模式二：局部参与
第二种模式可称为“局部参与”：由信托公司设立集合信托计划，直接买入标
的资产；持有一段时期后，将资产或者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实际收购方来实现退出。
局部参与信托计划一般会进行结构化设计，分优先劣后，普通投资者买入优先级，
劣后级则由风险承受能力高的投资机构（如私募产业基金）或收购方买入；标的资
产一般委托给收购方管理。这样的业务优势在于，收购方前期用少量资金（甚至不
必出资）即可获得资产的管理权；而风险则是信托计划必须真实持有项目，若劣后
投资人、收购方不能依约接盘，则存在引发兑付风险的可能性。同时，这类项目大
都没有土地、房产等抵质押，信托公司必须对产业有相当的理解和把控能力。
中建投信托发行的“B 水泥并购项目”便是典型的局部参与模式，该信托计划
的目标是帮助某港股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A 集团收购资产，标的为位于陕西的某水泥
项目。中建投发起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投资者募集优先级资金，并由某私募
投资基金负责募集劣后级资金，后者同时承诺远期受让优先级投资者的信托受益权。
在局部参与方面，如何寻找交易对手可以参考并购基金的经验。国内并购基金
对于局部参与项目的典型作法是寻找有并购意向的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出一小部
分资金，基金帮忙募集大量资金，合资成立一家子公司；然后从行业里寻 20 至 30
家最有潜力的企业，每家入股 5%，观察被投企业的内部运作，对之输出管理技术，
投资标的增值后大多数卖出，择其中最优秀的一两家并入上市平台。对上市公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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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扩大行业影响力，二是能更全面了解行业，三是收购潜在
竞争对手。
模式三：直接并购
信托公司直接募集资金参与并购，相当于要承受全过程的风险，但是其收益也
是能够完全拿到手上。对于有一定退出路径和处理手段的项目来说，直接参与并购
能够展示信托公司对于特定行业与项目的把控能力。同时，对于特殊股东背景的信
托公司，可以进行一些助力主业的并购行为。
目前最接近直接并购模式的信托产品，是长安信托 2014 年发行的“福州红星股
权并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募集 7 亿元资金全盘接管福州红星美凯龙
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负债超过两亿（主要为原来
的股东借款），手头有优质地产项目亟待盘活。募集的资金共分 4 步来接管标的：
先买下标的公司 51%的股权；然后向标的公司增资，持股比例增至 91%，基本完成股
权控制；第三步买下标的公司的等值债权，清理负债；第四作为公司股东向标的公
司追加股东借款。经过购股、注资、接债、借款，标的公司已满足“四三二”要求，
有充足的资金开发手中项目。

宏观形势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
10 月 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意见指出，赋予
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采取政府债券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
借一般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
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
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地方政府举债不得超额，不可用于
经常性支出，政府性债务作为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
央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9 月 30 日,央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对拥
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
商品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同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发
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发行期限较长的专项金融债券等多种措施筹集资金,
专门用于增加首套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贷款投放；扩大市场化融资渠道,
支持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积极稳妥开展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
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
9 月 26 日，证监会在例行通气会上发布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
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修订稿）》，针对即将开闸的新版 ABS 业务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在新版的《修订稿》中对 ABS 业务所需设立的 SPV 重新命名为“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实行事后备案制，基金子公司可参照本规定以开展业务。同时，经中
国证监会认可、期货公司、证券金融公司和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的其他公司，以及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可参照适用本规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保监会：发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偿付能力监管标准
近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 24 号：
信托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可采取“新老划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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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于《问题解答第 24 号》发布前投资的信托计划，执行原有相关认可标准；
二是调整固定收益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可标准，AAA 级的由 95%调降至 90%，AA
级（含）至 AAA 级的由 90%调降至 85%，A 级（含）至 AA 级的由 80%调降至 75%；三
是调整权益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可标准，由 80%调降至 75%。

外汇管理局：银行间汇市参与主体拟扩容至非银机构
9 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向银行间参与机构下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金
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有关管理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显示，境内金融机构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取得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和代客人民币
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后，在满足交易、清算、信息等相关技术规范条件下，可以
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开展人民币对外汇即期和衍生产品交易，并明确“不实施
事前入市资格审查”。
统计局：9 月官方 PMI 为 51.1%
10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2014 年 9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1.1%，与上月持平，表明
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延续扩张态势。从分项指数看，本月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
新出口订单指数等高于临界点。其中生产指数上月短暂回落后本月小幅回升至
53.6%，制造业生产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走势。统计局发言人表示，从近期 PMI 和其他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制造业中的小微企业仍然面临
较多困难。下一步要加大落实已经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的“定向”
改革调整措施，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和转型升级。
中国指数研究院：前 9 月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 20%
10 月 9 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1-9 月，全国 300 个城市土地出让
金总额为 17109 亿元，同比减少 20%。其中，住宅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
地的综合性用地）出让金总额为 11514 亿元，同比减少 20%。北京、上海分别以 1584
亿元和 1034 亿元的总额领跑全国，杭州位列第三。受三季度成交量整体下滑影响，
榜单中仅半数城市出让金同比增加，福州涨幅最高，为 78%；杭州等 6 城市跌幅超
三成。
央行：本周净投放 160 亿元
央行公开市场周四进行 200 亿元 14 天期正回购操作，当日公开市场有 180 亿元
14 天期正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净回笼 20 亿元。数据显示，公开市场本周（10 月 4
日-10 月 10 日）有 360 亿元正回购到期，无央票及逆回购到期。据此推算，本周净
投放 160 亿。
点评：上月央行公开市场虽净回笼 560 亿，但央行及时投放 5000 亿 SLF，加之
对银行季末存款偏离度的严厉考核，以及正回购招标利率的主动下调，导致季末货
币市场利率不升反降。央行节前扩大房贷利率下限，助于稳定地产销量和短期经济
的预期，总体来看中国的降息周期已开启，未来进一步宽松仍可期待。

行业动态
信托产品三季报告：前三季发行规模 7900 亿
用益信托网数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 25 日，68 家信托公司已经发行 6096 款信
托产品，规模为 7900.35 亿元，超过了 2013 全年 5925 款的发行数量。三季度共发
行 1779 款信托产品，规模达到 2230 亿元。其中，基础产业类信托 364 款，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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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208 款，
工商企业类 212 款，
金融类 699 款，
其他投向类 296 款，
规模分别为 550.05
亿元、467.20 亿元、324.54 亿元、411.50 亿元、477 亿元。从公布的预期收益来看，
房地产类信托平均收益仍然是处于首位，为 9.63%，基础产业 9.49%居第二，金融类
和工商企业类分别为 8.70%和 8.53%，收益水平都有所下降。

兴业信托：旗下兴业期货有限公司揭牌
近日，宁波杉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举行更名揭牌仪式，正式更名为兴业期货有
限公司。杉立期货成立于１９９４年，注册资本为１亿元，具有商品期货经纪、金
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在全国共设有７家营业网点。今年３月，经
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批准同意，兴业信托入股杉立期货；７月２８日经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更名为兴业期货；９月１６日，中国证监会向兴业期货核准颁
发了更名后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
国民信托：发布公益信托支援贵州小学
近日，国民信托发行了一款名为“爱心久久-贵州黔西南州贞丰四在小学”的公
益信托计划，这也是该信托公司发行的首单公益信托项目。该公益信托满人民币 20
万元可成立，最高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信托计划的一期捐赠资金将集
中建设贵州省贞丰县一所小学的学校食堂，满足全校 600 余学生集中中午在校就餐，
以及 60 余名住校学生的一日三餐需要。
平安信托：投入 13 亿持有上海商业物业
近期，平安信托发布持有上海商业物业的信托计划，设立不超过 5 个 SPV 公司，
全部以资产转让的方式分别收购虹桥协信中心项目南区 5 栋写字楼，募集资金不超
过 14.39 亿元，信托期限为 5 年。商业物业的原持有者为协信控股集团，创建于 1994
年 6 月，总部设于重庆，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此番出
售项目的平均价格为 2.8 万元/平方米，远低于周边在售项目 3 万至 4 万元/平方米
的价格。
中航信托：云南锡业贪腐案波及旗下信托产品
受云南锡业原董事长雷毅贪腐案波及，中航信托一笔总额 8 亿元的房地产贷款
信托项目暴露风险。“中航信托天启 340 号昆明丽阳星城信托贷款计划”于 2013
年 2 月 6 日发起设立，两期共募资 8 亿元，用于向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投向昆明市丽阳星城二期建设，预期收益率为 9%-9.5%，
增信手段为项目及在建工程作抵押，同时云南锡业集团承诺连带受让本次融资本金
及利息。目前该项目停工已有半年时间，并且售楼中心已经宣布无法按期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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