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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解读国务院 2014 年第 43 号文
9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2014 年第 43 号文，即《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
理处置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规定：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
单位等举借。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办法》的实施对信托公司的政信合作业务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43 号中同时
提出“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
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这对信托则是一个机会。
由此，未来政信的主流融资模式或由现在的 BT 转向 PPP(公共私营合作制)。
一、43 号文诞生的历史沿革
早在 2012 年底，四部委联合下发“463 号文”《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
资行为的通知》， 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进行抵押或
质押，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受此影响，业内部分信托公司有计划
地收紧了集合类政信信托的发展步伐。但即便如此，2013 年各家信托公司披露的信
息显示，基础产业类信托规模在整体规模中占比超过 30%的就有 24 家，其中英大、
爱建、紫金、万向占比超过 50%。与之相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各地区政府债务
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政府债务与该地区 GDP 比值的全国平均值为 31.4%，国内目前
共有 12 地政府债务超过平均值，其中重庆、云南这一比重超过 50%，贵州几近 80%。
由此，一边是庞大的债务压力，一边是有限的清偿能力，两者矛盾日趋突出。
二、43 号文对 BT 项目的触动与出路
根据新政规定，城投公司作为地方财政融资主体的模式将被打破。剥离平台公
司相当于切断了现在主流的 BT 融资模式，政信业务现在的操作模式也面临终结。因
此，对当下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建设的项目，规范后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
对商业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项目，要与政府脱钩，完全推向市场，债务转化为一般
企业债务；二是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将
推广 PPP 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
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三是对难以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确实需要政府举债的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三、从 BT 模式至 PPP 模式
根据 43 号文件精神，信托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模式 PPP 的“试水者”也已经出
现，目前尝试该模式的已有五矿信托。今年 6 月，五矿信托与抚顺沈抚新城管委会、
中建一局签订《沈抚新城政府购买服务合作框架协议》，开展沈抚新城基础设施建
设。政府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三方成立“特别目的公司”，中建一局将获得区域
内的安置房建设及电力、供热、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权。
五矿信托作为引入的投资方以股权投资形式进入，出资 35.88 亿元，成为项目公司
的绝对大股东。上述模式完全符合 43 号文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投资
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
营合作项目。政府将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特许经营权、合
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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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
国家统计局：中国三季度 GDP 增速放缓至 7.3%，创 5 年多来新低
国家统计局 10 月 21 日公布，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419908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7.4%，二季度增长 7.5%，三季
度增长 7.3%，创 2009 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7996 亿元，
同比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185787 亿元，增长 7.4%；第三产业增加值 196125
亿元，增长 7.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9%。
央行：向 11 家银行投放 2500-3000 亿元 SLF
据多位银行相关人士确认，央行通过 SLF 向 11 家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及一些
大型城商行投放 SLF，总规模在 2500 亿-3000 亿元左右，每家 200 亿元，期限 3 个
月，但利率不低于 3.5%，不会太高。部分银行在 10 月 20 日傍晚称，资金已经到账。
一位股份制银行计财部总经理表示，这都是银行体系的钱，应该会很快投放的。一
位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明确要求，资金用于支持三农和小微等国民经济薄弱环
节，并要求贷款利率低于常规水平，目前市场流动性“超宽松”，央行政策信号很
明确，任何对市场利率上行的预期可以断了。
央行：周二进行 200 亿元 14 天正回购单日回笼量与到期量持平
本周一（10 月 20 日），央行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可申报 14 天和 28 天期正回
购、7 天和 14 天逆回购及三个月央票需求。央行公开市场本周有 200 亿正回购及 200
亿央票到期，无逆回购到期，据此估算，本周央行将自然净投放 400 亿。数据显示，
公开市场上周有 200 亿正回购及 200 亿央票到期，无逆回购到期，央行公开市场上
周二（10 月 14 日）进行了 200 亿元 14 天期正回购操作，上周四（10 月 16 日）进
行 200 亿元 14 天期正回购操作，据此推算，央行上周资金回笼量与到期量持平。
央行：未来货币信贷增速可能总体趋降
10 月 16 日，央行公布数据，2014 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 12.84 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少 1.12 万亿元。2014 年 9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 1.05 万亿元，比上月多
945 亿元，比去年同期少 3598 亿元。9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20.2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9%，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低 0.7 个百分点。9 月份
人民币贷款增加 8572 亿元，同比多增 702 亿元。
针对金融数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目前 M2 增速基本上仍在年初
预期调控目标范围内。预计未来货币供应量仍会保持平稳增长，稳定在 13%左右的
目标区间。此外，还应看到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潜在增速放缓，未来货币信贷
增速可能总体会趋于下降，对此应客观看待。同时，随着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加快
发展，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更加复杂，货币短期波动性增大，因此不宜对货币增速
的短期变化过度解读。未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货币信贷
总量合理适度增长的同时，加强结构调整，引导货币信贷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
域倾斜。
财政部：首批 PPP 示范项目名单即将对外公布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主持召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下一步将抓紧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确定第一批示范项目名单并对
外公布。同时，尽快明确 PPP 融资支持政策，推动 PPP 工作规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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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信托融资提前入冬，房地产信托融资量锐减六成
随着信托资产管理规模突破 12 亿元，行业已从“扩规模”阶段转向“防风险”，
因此，市场上集合信托的发行量也渐渐入冬。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22 日，市场
上成立的集合信托融资总量仅为 118.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锐减了超过六成。
而从投向上看，房地产类别的集合信托十月份融资类“缩水”最为厉害。根据
用益信托工作室的数据，10 月 1 日至 22 日，房地产集合信托仅成立了 13 个，累计
融资 14.02 亿元。去年同期成立的 26 个房地产信托，募集资金达 93.63 亿元。虽然
央行九月底放松限贷为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但对于部分已经供过于求的地区或债
务杠杆较高的中小开发商来说，短期内新政利好仍然有限。而出于防风险的需要，
四季度房地产类集合信托的发行或将继续放缓。
另一方面，在地方债新政之下，预计未来集合信托市场的另一主力产品—基建
类信托发行量也会相应减少。这是因为，随着 43 号文的颁布，未来符合条件的地方
政府都可以通过发债满足融资需求，那么优质基建类项目将会进一步减少。而随着
融资平台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寻求信托融资的项目风险或会加大。
点评：2014 年前九个月整个信托市场弥漫着因打破刚性兑付带来的担忧，多起
维权事件也给信托公司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监管层也开始对信托产品发行给予限
制，信托产品粗放式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从数据看，目前信托产品的增速已经
开始逐步下滑，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下行。
险资投资信托规模半年内规模几近翻番
近日，保监会在其官网发布《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投资信托产品风险有关
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保险投资信托计划的余额达到 2805
亿元，较去年末增加 1363 亿元，规模几近翻番。
事实上，信托与保险的合作正在升温，并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一些信托业内
人士认为，谋求与保险合作正是信托公司的发展思路之一，吸引险资投资集合信托
计划只是与信托合作较为初级的模式，信托与保险公司之间应该优势互补，增强合
作的深度和广度，面世不久的保险金信托就是其中的一个样本。
据保监会前述通报显示，截至 2014 年二季度末，78 家保险公司（集团）共投
资信托计划 739 笔，涉及 32 家信托公司，累计投资余额 2805 亿元, 占当季度末保
险行业总资产的 2.99%，较一季度末增加 768 亿元，增长 37.7%，较上年末增加 1363
亿元，增长 94.5%。
房产信托兑付风险四季度或爆发
央行 9 月末的限贷放松为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不过，进入第四季度，房地产
信托的兑付压力却仍然不小。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通缩以及房地产市场疲软将是四
季度信托行业的主要风险点。限贷政策放松对房地产信托市场有轻微利好。但对于
存量产品来说，新增销量情况将直接关系后面开发商资金回笼能力。但目前市场观
望情绪仍然浓厚，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信托风险仍会不断爆发。
中航信托“天启 340 号信托计划”兑付有惊无险
近期，中航信托“天启 340 号昆明丽阳星城信托贷款集合信托计划”能否如期
清算受到市场关注。上周五，中航信托发布公告，该信托项目项下二期 2 亿多元信
托本息已全部归集到位，将于此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全额向投资人及受益人实施分配。
连日来围绕该项目能否顺利兑付的质疑也随即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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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信托创新尝试助力环保公益事业
万向信托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阿里巴巴、中盟融信共同举办“2014
青少年公益夏令营活动”。此次夏令营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作为“万向信托——中
国自然保护公益信托”资金用于无偿捐助中国境内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公益项目。
这一模式也是信托制度助力环保公益事业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该公益信托首次成功地将信托模式引入了环境公益事业，其由万向信托担任受
托人，以“发展中国的自然环境保护事业，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以公益信托的
方式为公共利益目的进行管理运作，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将全部用于信托目的的实现。
土地流转信托方式一年规模近 30 万亩
土地流转信托这一新生事物从去年 10 月份算起，已满周岁。信托公司发挥自身
优势，按照信托理念推动土地规范流转，实现体系化与系统化。一年的时间是短暂
的，但带来的效益已经初步显现：一方面，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增收；另一方面，也
为进一步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思路。
自 2013 年 10 月份，中信信托推出国内第一单土地流转信托算起，已经整整一
年时间过去了。土地流转信托对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经营产业化、现
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益已经初步显现。
虽然目前的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机制还不完善，但不少信托公司对这一新事
物的前景看好。据不完全统计，一年中已经有中信信托、北京信托、中建投信托等
三家正式推出了十多款土地流转信托。而相比数量来说，参与流转的土地规模显然
更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开始流转的土地和预期流转的土地规模接近 30
万亩。此外，安信信托、华宝信托、中粮信托等信托公司也纷纷开始研究或准备开
展土地信托。
上周信托成立规模 70.95 亿元，平均预期收益率 8.63%
最新统计显示，上周（10 月 13 日-10 月 19 日）共有 27 家信托公司成立了 55
款集合信托产品，其中，28 款公布了成立规模，平均成立规模为 1.29 亿元，按平
均规模测算，上周成立的信托产品总成立规模为 70.95 亿元，环比减少 100.81 亿元，
降幅 58.69%。其中，五矿国际信托成立的“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债权流动化项
目信托”募集资金规模最大，达到 5.9560 亿元。
从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看，上周共有 28 款新成立产品公布了期限，平均期限为
24.61 个月，环比减少 4.11 个月。其中，上周共有 17 款新成立产品公布了预期收
益率，平均预期收益率 8.63%，环比下降 1.17 个百分点。
从信托类型来看，证券投资信托成立了 27 款；贷款类信托成立了 10 款；其他
投资信托成立了 9 款；权益投资信托成立了 6 款；组合投资信托成立了 2 款；债权
投资信托成立了 1 款。
此外，产品到期情况方面，上周共有 33 家公司的 78 款信托产品到期。其中，
证券投资信托 22 款；权益投资信托 20 款；贷款类信托 11 款；其他投资信托 9 款；
债权投资信托 6 款；组合投资信托 6 款；股权投资信托 3 款；融资租赁信托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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