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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 2012 年启动信托业重点课题专项研究活动以来，2013 年，中国信托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继续加大组织和引领行业研发工作力度，整合业内资源，

就共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为进一步提高行业专题研究报告质量，保证课题报告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2013 年，协会加强了课题遴选和评审工作，自年初征集研究题目、各家公司选报

意向、南京研发工作会现场讨论、北京提纲评审会审议、课题组内研讨、行业实

地调研、撰写报告、业内外专家评审、专业编辑核稿等系列工作，历时近 10个

月最终定稿，形成 16篇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涉及宏观制度建设、中观公司经营

发展以及微观业务研究。

此项行业专题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银监会非银部的悉心指导，全体会员单位

的大力支持，特别是18家课题组牵头单位的辛苦付出，同时，业内外多位专家、

学者对报告予以评审把关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为更广泛地分享研究成果，协会特将此项研究活动的 16篇课题研究报告汇

编成集，作为“2013 年中国信托业年会”的参阅材料。真诚希望本报告合集可以

对指导行业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起到引领作用，更期望通过协会搭建的研发平台，

凝聚行业智慧，集聚业内外资源，引领行业深化创新转型研究，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助推中国信托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信托业协会

201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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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负担过重、金

融杠杆高企等多重因素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新一届中央政府

加大了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的容忍度，并在货币政策上等给予积极的配合。

2013 年 7月5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所呈现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无疑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明确

的指引方向。截止到 2013 年 6月末，信托资产管理规模接近 9.45 万亿元，信托公

司的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也极大地提升了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实力，能够在当前宏观

政策下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充分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有针对性地对各产业、企业提供

综合的金融服务来积极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本文是在2012 年《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对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着眼于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程度，并通过

实证分析，探寻信托目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以及信托如何将自身的优势与实体经

济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分析得出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在对现有服务实体经

济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整理，得出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和要素，然后通过对中国

标准产业分类的各类产业进行对比，找到适合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特性的产业，并着手

进行业务拓展。同时，也进一步发现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部分产业，为什么在信托现

有的业务结构下无法实现规模化和集成化的支持，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找到其内在的因

素，并明确提出通过信托自身相应能力的培育从而能够更好地为这些产业的实体经济

服务，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发现能够成为信托公司主营业务的行业均处于

行业成长期或成熟期，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率的特点，且在风险上可控。基于上述特点，

结合行业分析，本文提出信托行业可进入的新行业为环保行业、医药制造业和化学药

品制剂制造业。最后，在实证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促进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关

建议。

关键词：信托  行业实体经济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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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发展实体经济，是增加社会财富、

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

活、应对外部冲击的保障，也有利于防

止泡沫经济的发生、降低金融风险，实

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实践证

明，金融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是有规律可

循的。其一般趋势及规律是：金融结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由简单向复杂，由

低级向高级演进；金融结构的构成要素

逐渐增加，金融机构结构日益多元化，金

融工具结构日趋复杂，金融对实体经济

发展的促进地位不断提高。

实体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机构的发展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金融机构应

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优

化，这一调整和优化即构成了最优金融

机构的演变路径。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

要的金融结构将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

和推动作用；但如果金融结构的演变与

实体经济需求不相适应，就会反过来阻

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中国源于货币宽松刺激和政府加大

基建投资带来的增长，基本上是走了依

靠投资拉动的老路，在国内产能过剩的

背景下，本身就具有不可持续性，经济的

增长还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央

政府近期更多的表示出对当前经济增速

的容忍，以及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

视。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一蹴而

就，经济转型过程中仍需要一定的经济

增速，落后产能调整所带来的经济降速

需要通过新产业来提升，否则淘汰产能

过程中会因经济增速过低带来重大的社

会经济问题。

在2013年 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强调引导信贷

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按

照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大对先

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

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

的信贷支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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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

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严禁对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

2013 年 7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

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简称“金十条”)。其中，

针对房地产行业，意见提出应认真执行

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

产融资风险。

“金十条”首先明确，要继续执行

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兼顾稳增长、调

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

量。“金十条”还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

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

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

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

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

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

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长期以来，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

产主要投向的实体经济、证券投资等金

融性投资占比一直在 20%以下，其中：

基础设施、工商企业和房地产一直是资

金信托占前三的配置领域，但其结构

顺应国家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

策，资金信托对工商企业的配置比例

一直持续上升，目前已成为信托资产的

第一大配置领域，就其占同期全行业资

金信托的比例看，2010 年为18.56%，

2011年为20.41%，2012 年 26.65%。

相比之下，顺应国家对政府融资风险和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资金信托对

基础产业和房地产领域的配置比例则

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就资金信托

对基础产业的配置比例而言，2010 年

为 34.39%，2011 年为 21.88%，2012

年为 23.62%。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基础产业的配置比例出现了小幅回升的

苗头，这与当年地方政府因融资平台限

制和土地财政吃紧而催生的融资需求

加大的市场效应有关。就资金信托对

房地产领域的配置比例而言，2010 年

为 14.95%，2011 年为 14.83%，2012

年下降至 9.85%①。.

尽管已经取得上述的成绩，但在政

 ①周小明：《中国信托四季度数据评述》，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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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信托业尚

未展示出与自身功能和定位相匹配的作

用，信托业在推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仍

显得不够充分。

本文着眼于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信托

服务实体经济的程度，并通过实证分析，

探寻信托目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以

及信托如何将自身的优势与实体经济的

发展结合起来，并分析信托服务实体经

济的传导机制，在对现有服务实体经济

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整理，得出信托服

务实体经济的要素，然后通过对中国产

业分类的各类产业进行对比，找到适合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特性的产业，并着手

进行业务拓展。同时，也进一步发现国

家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产业为什么在信托

现有的业务结构下无法实现规模化和集

成化的支持，通过实证分析找到其内在

的因素，并通过信托自身相应能力的培

育从而能够更好地为这些产业的实体经

济服务，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最后，

在实证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促进信托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关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1. 研究方法

（1）跨学科综合分析法

信托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

业市场，本次实证研究又广泛涉及国民

经济各行业，除用到金融、信托等学科

知识外，将使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

业经济等多学科内容，跨学科的交叉对

于认识复杂研究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

通过定性研究分析影响信托支持实

体经济的特点、要素及优劣势，并通过定

量分析加以验证，进而探寻出其他的规

律和特点，并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定

量分析精确，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

争论，定性分析受限制较少，对于把握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定性分析也不失深刻。

（3）从静态和比较静态研究到动态

研究

本文把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研究既

放在一个时点上进行考察，也把它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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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态的环境中，通过历史比较，以

及未来展望的方式进行全面考察，从而

使我们的分析能够全面地反映客观规

律。

2. 技术路线图

（三）主要创新及未来展望

1. 分析框架创新

本文的实证分析是建立在 2012 年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②.基础上的

研究。主要以产业为分析对象，深入研

② 陈建超等，信托业协会课题《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2012 年。

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

现有信托支持投资领域的实证分析

未来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政策建议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特点及比较分析 信托服务实体的传导机制

理论
分析

理论
分析

图 1 技术路线图

究现有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实证后的特点

及特质，进而拓展到众多行业的研究，以

期寻找出符合目前信托经营特点的新的

适合产业，同时也着力于通过信托自身

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为更多的行业提供信

托服务，从而使信托服务实体经济实证

既是对现状的解释，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提升信托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社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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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为信托业未来发展和转型提供

方向。因此，通过多重的深入分析，搭建

起全新的分析框架，为最终解决问题和

提供对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方法创新

本文在既有的分析框架下，运用跨

学科知识，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静态

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力求对课题进行深

入分析，揭示内在规律。

3. 观点新颖

本文在《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课题提出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阶段性和

特殊性基础上，认为信托服务实体经济

具备可复制性及自我提升性，从而从根

本上解决信托转型过程中房地产、基础

设施、证券的唯一主业论，为信托未来

发展寻找一片蓝海，也切实解决信托传

统业务过程中风险积聚，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的局面。

4. 主要观点

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信托服

务实体经济存在必然的联系，在金融资

源配置方面，信托的制度优势和灵活的

业务模式使得我国信托业在服务实体经

济方面克服和弥补了目前我国金融业“分

业经营、分业监管”下服务实体经济的

不足，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1）信托现有服务实体经济具备三

个特点，决定了信托业的快速发展。

（2）现有特点为信托服务实体经济

提供了指引，以行业平均毛利率及投资

额为导引，本文探寻到了未来信托可介

入服务领域。

（3）除了可以深入研究并介入的新

的领域外，尚存在通过培育信托公司自

身核心竞争力而参与的行业。

（4）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阶段性与

行业发展的周期性构成了信托服务实体

经济的基本准则。

二、基本概念及基础理论

（一）基本概念

1. 行业

行业一般是指其按生产同类产品

或具有相同工艺过程或提供同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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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划分的经济活动经营单位或者个

体的组织结构体系。行业不同于产业，

通常国民经济将各行业划分为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业的概念

更加宽泛，其外延要大于行业。本文的

行业是指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国家

标准，包括 20 个门类行业，98 个大类

行业。实质上目前信托服务实体经济

仅涉猎了部分门类行业，对于相当部分

的大类行业并未涉及，本文是对已涉足

行业和未涉足行业进行深入分析，探寻

信托转型之路。

2. 信托深化指数

本文将信托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占

当年GDP总额的比例，定义为信托深

化指数，对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程度进

行衡量：

总量

信托资产管理规模
信托深化指数 GDP

f =

该指数衡量了信托业的发展程度，

通过信托资产管理规模与GDP的比例，

反映出信托在国民经济中的深入程度，

也反映出信托业未来增长的潜力，是一

个突出显示行业发展的标志性指标。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缺少成熟的信托理论体系，

导致了众多的理论研究试图弥补信托领

域的信息鸿沟，但缺乏真正能促进业务

实践发展的原创性研究。与此同时，缺

乏成熟信托理论体系下的信托研发工作

无处着力，在研究上缺乏系统性。信托

法律层面研究较多，但对于信托业发展

的基础理论研究及适合中国特色的信

托功能理论的研究则比较匮乏，特别是

对于信托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及满

足社会管理需要等多重引起各级政府重

视、社会大众理解的信托功能基础性研

究明显滞后，影响了信托的社会形象及

社会认同。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研究数量较

少，关于实证方面的信托研究则显得更

加匮乏。虽然目前对于信托公司效率实

证分析数量较多，但将实证视角引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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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尚没有。

蒲坚③.从我国当前以银行业为核心

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不完全

匹配，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及资金配备

错位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可能影响当

前金融稳定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观点出

发，认为信托业是改善我国金融体系构

成的突破口。文章提出“信托具有高效

的资产配置能力。信托的综合性、集成

性和包容性，使其有更多的手段、方式和

方法来服务实体经济，能够在多元的经

济要素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进行

有效的协调和平衡，统筹兼顾”，“信托

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能通过投融资领域、

产品服务和风险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创

新，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

平”，“信托是金融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

有效手段，可针对客户对象提供差异化

服务，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控制

系统风险”。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信托服

务实体经济大有所为。

王引平④.针对当前信托机构中普遍

存在的粗放发展，缺乏主动管理的业务

模式、产品、客户、渠道，因而无法形成

稳定的盈利模式等问题，提出信托业应

把握时机，实现战略转型创新，更好地

为实体经济服务。他认为信托服务实体

经济有助于化解地下金融存在的风险，

而且利用信托工具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

业领域有助于破解银行监管能力不足以

及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关于信托服务

实体经济的路径和目标，他提出，应服

务中小企业，从解决融资需求，到发挥

股债结合的信托功能优势，促进产品模

式向规模化、系列化和基金化方向发展。

王引平还针对信托公司实现战略转型应

加强内外部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

陈建超等⑤.对信托服务实体经济

的特点、特性、规律进行了总结，对于

 ③蒲坚：《发展信托业，服务实体经济》，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0318/013314859928.shtml，2013 年 3 月 18 日。

 ④王引平：《关于服务实体经济框架下信托行业战略转型的思考》，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第 66-69 页。

 ⑤陈建超等，信托业协会课题《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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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是否服务实体经济、如何服务实体

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阶段性以及政策

建议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持续研

究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研究提供了基础。

信托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理论研

究对业务实践的指导意义很强，过往研

究从宏观层面解决了信托服务实体经济

的问题，但是对于信托如何切入各行业，

如何进行产品设计，如何根据自身的生

命周期和行业不同周期的特点进行契合，

信托如何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扩大服务

实体经济的范围等等，这些问题将通过

本文及未来持续的研究进行解决。

（三）基础理论

1. 信托经济周期理论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经营模式的演

进，除德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一直保持全

能银行制度外，大多数国家的经营模式

都经历了专业化发展到早期的混业经

营，再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再进入到金

融领域内的综合经营和更高层次的多

元化经营这样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见

图 2）。

图2 金融机构经营的演进

假定在一个初始状态 t0，金融业在

分工演进机制的作用下，从其他行业开

始分离出来，之后在业内分工的基础上

产生了信托；从t1至 t2：专业化经营阶段，

是信托业的早期发展与积累阶段，此时，

由于经营资源和实力等多方面的限制，

信托业不具备跨业经营的能力和条件；

t2 至 t3：混业经营阶段，是信托业与其他

t0(无) t1(专业化) t2(混业) t3(分业) t4(综合经营) t5(多元化更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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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在分工深化后首次跨业经营，这是

在利益机制的驱导下展开的，是一种诱

致性制度变迁，信托公司实力有所提升，

除了尝试行业内的兼营外，还将经营视

角拓展到金融业和实业领域；t3 至 t4：分

业经营阶段，由于混业经营时期金融企

业自我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而监管缺乏

经验，监管力量薄弱，出于对风险的防范，

金融保险被严格界定在各自的业务领域

内经营，这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t4 至

t5：综合经营阶段，由于分业经营模式是

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当时的确产生了

一些积极的作用，但随着金融保险业的

发展，它阻碍了效率的发挥。在金融保险

发展的内在要求下，打破了传统的分业

经营格局，在金融业内出现第二次融合。

t5 之后是信托多元化经营的更高阶段，

是从金融领域内的融合发展拓展到实业

领域。后两个阶段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是金融机构内在发展的要求。

信托业的多次整顿正是反映出信托

经营不断深化和提升自我实力的过程，

与银行、证券、保险所不同的是，信托在

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虽然将基金、券商

等股权剥离出去，将存款功能和实业投

资功能进行禁止，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

展和金融体制的演进，信托在目前“分业

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保持着横跨

三大市场的优势，实业投资功能在限定

的条件下进行适当性的恢复。

整体信托行业的发展仍处于发展

期，逐步迈向成熟期，专业化的中介机构

在不断涌现，信托公司的行业集中度正

在不断提升，信托公司之间的并购仍处

于迈向成熟期的酝酿阶段，整体信托行

业生命周期的特点也决定了信托支持实

体经济的模式和方法也在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

2. 行业发展理论

行业发展理论是研究行业的发展规

律、发展周期、构成要素、行业组织、行

业聚集与扩散、发展政策等问题的理论。

行业发展理论一般包括行业的形成、行

业的成长、行业的成熟及行业的衰退等

四个阶段。

新兴行业系指通过一些因素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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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的行业，这类

因素包括技术创新、相对成本关系的变

动、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及

社会方面的变化，致使某种新产品或某

项新服务得以提高到一个潜在可行的营

业机会的水平。.

新兴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不存在什么

竞争规则，缺乏这些规则既是一种风险也

是一种机会的来源，总之必须加以妥善处

理。尽管各新兴行业可能在其结构方面大

不相同，却仍有某些共同的结构因素，这

些因素看来是许多行业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中的特征。其中绝大多数因素，要么与缺

乏已确立的竞争基础或其他竞争规则有关，

要么与行业的初期小规模和新生程度有

关。

新兴行业还具有如下特征：

（1）技术上的不确定性；

（2）战略上的不确定性；

（3）初始成本虽高但成本急剧下降。

成熟行业则具有如下特征：

（1）缓慢的增长，对市场占有率更

激烈的竞争；

（2）行业内的厂商正在日益加紧向

有经验的老买主出售；

（3）竞争往往转向更注重成本和

服务方面；

（4）在增加行业生产能力和人员方

面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5）新产品和新应用更难以得到。.

.而介于新兴行业与成熟行业之间

的成长期，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各项需求

均较大，也是适合金融持续支持的阶段，

通常该阶段的行业发展会得到广泛的金

融机构支持。而对于衰退期，则由于前

景的不明朗，大多数金融机构会选择退

出或减少支持。因此，行业发展阶段决

定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将演

化出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

3. 企业发展理论

从单个企业的视角，按照企业生

命 周 期 理 论 (Enterprise.Life.Cycle.

Theory) 的看法，企业的成长大致会

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

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在成长和发展

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应选择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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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模式，进行战略转型 (Strategy.

Transformation)。战略转型使企业能够

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推动企业发

展。企业的经营战略随着其成长的轨

迹而不断在调整，其演变规律通常遵循

单一产品战略——主导产品战略——

多元化经营战略——归核化经营战略

这样一个顺序。

企业成长的早期，在利润最大化的

趋势下，企业将主要通过深化单一产品

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寻求

规模的扩大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实现企

业的成长。然而，随着企业分工的深化，

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规模的扩大，

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越来越突出，这些都将导致追求规模经

济 (Scale.Economy)的边际成本上升。

而企业规模的增大，分工水平的提高，专

业化生产导致的不同工序之间的最优规

模的不一致，出现了能力的剩余和公共

投入的不充分利用。这时，企业便有了

发展新产品以实现企业能力和公共投入

的充分利用的驱动力，即企业有了追求

范围经济的动力，企业的经营战略由单

一产品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

三、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特点及

      比较分析

（一）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特点

及要素

1.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特点

金融系统通过优化社会经济资源

配置支持服务实体经济。银行、证券、保

险、信托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同，对于产业

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也不同。

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主

要体现在信贷投放时侧重于重点企业和

国有企业。由于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

存贷利差，因此银行放贷时更多考虑的

是短期收益和安全性因素，偏好重点企

业和国有企业，而对风险较大的新兴产

业和中小企业支持较少。

证券和保险服务实体经济主要体

现在通过资本市场将资金配置到上市企

业。一方面，在一级市场上通过按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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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要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有序扩

容，扶持新兴产业部门的企业优先上市，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增量调整。另一方面，

在二级市场上企业之间通过参股、控股、

并购等形式实现存量资产的重组，引导

资金流向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部门，从

而实现产业结构存量调整。

与银行、证券和保险不同，信托对产

业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

产业基金、创业基金、私募股权投资以及

贷款等多种方式将资金配置到符合产业

政策导向的创业企业、处于技术研发阶

段的新兴产业以及具备良好发展潜力的

中小企业。

由于鼓励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

因此信托在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发

挥着更加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一，信托

是创业企业、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重

要资金来源，能够有效弥补银行信贷的

不足。第二，信托通过资金支持创业企

业和处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新兴产业，为

其最终走向资本市场进行上市融资奠定

了基础，与证券和保险形成了良性衔接。

综上所述，信托在服务实体经济方

面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此外，通过长期

的发展，目前信托行业尚处于幼稚期向

成长期转化，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

得到显著的提升，未来随着成熟期的来

到，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质量均

有极大的提高。

2.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要素

信托的发展要积极顺应国家经济

发展趋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走向，要积极

响应监管政策的导向。正如 2013 年 7

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金融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所倡导的信托要在促进实体经济

方面“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在盘活存量方面：第一，要积极响

应推进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发挥信

托公司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的优势和

经验，将优质贷款存量转变为增量，扩

大服务实体经济资金来源。第二，要探

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信托在发展并购

投资基金方面可以很好地发挥自身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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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为工商企业提供融资的经验，了解

企业需求，借助于自身多样化的金融工具，

为企业发展并购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支持，从而有利于做强做大优势产业，

消化过剩产业。

在用好增量方面：第一，要发挥信托

制度优势，对于能够承受信托目前较高

成本的项目，实现社会资本的高效对接，

发挥信托在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支柱产

业、重点产业的促进作用；第二，要对于

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小微”、“三农”

等企业，信托公司着力于加强成本管理

能力，提升低成本战略，积极引入境外

人民币等低成本资金，并通过合适的产

品设计及风险管控，实现信托对于上述

企业发展的支持，推动国民经济基础实

力的提升。

信托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自身

天然的优势，但这并不代表这优势天然

会发挥到极致，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

对于信托自身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实

体经济的研究，找到哪些行业，在哪个

阶段与目前信托的特性可以很好地结合，

从而推动信托主动介入该领域，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信托公司也需

要不断对信托高成本现状进行变革，打

造自身的低成本核心竞争力，在往往因

为成本及风险管控方面存在巨大障碍的

社会民生领域有所突破。信托在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可以找到自

身清晰的发展定位，也将迎来更大规模

爆发式的增长。

（二）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比

较分析

1.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优势

信托是天然的产融结合工具，服务

实体经济具有突出的优势。

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涵盖股权、债

权、介于二者之间的“夹层”，以及各种

收益权投资，这就使得信托公司在服务

实体经济时，能够整合运用多种金融工

具，通过灵活的交易结构设计，为企业

量身定做融资方案。由于风险控制手段

的多元化，特别是可以通过入股，介入融

资方的公司治理和日常运营，信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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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入一些银行信贷资金不愿介入、

不适宜介入，但实质风险可控的领域。

信托具备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实

业市场领域的制度优势，拥有股权、债权

以及多种形式灵活的运用方式，既与作

为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的银行主要提供

资金支持及结算支持不同，也与保险提

供风险分担机制及社会管理功能存在差

异，还与券商、基金提供投行、资产管理

业务有所区别，使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

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整合优势，通过自身

的制度优势，同时借助于与其他金融子

行业机构的联结，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满足实体经济的多样化、

多层次的深度需求。同时在上述过程中，

信托具备充分的主动性。

信托融资功能因其所具有的市场化

和灵活便捷的特点，已经成为中国金融

体系中的一个有益组成部分，其存在具

有长期的合理性。

在目前商业银行利率（特别是存款

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庞大的民间金融活动还未被纳进正规

金融体系之中的情况下，高度市场化取

向的信托融资服务为社会创造了新的金

融路径，满足了实体经济中大量企业的

融资需求，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改善

了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均衡性，并且一定

程度上使刚性的宏观调控具有合理的弹

性。

正如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的信托

公司要更好地发挥信托在新型产权制度、

社会民生领域、财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

优势，促进社会资本与优质项目高效对

接⑥。信托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也正在服务实体经济中

发挥自身积极的作用。

2. 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劣势

信托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广而不

精、博而不专的特点，长期以来由于定位

 ⑥《积极推进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 2013 年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201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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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陷，并没有在获得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些都影响了

信托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的能力和实力。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阶段性。不

同企业发展阶段的影响因子不同，影响

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由此也需要信托

自身发展的同时，根据企业的需求配置

资源和人才，进行产品设计，提供信托产

品。如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文

化与战略、技术创新能力、市场把握与

应变力、融资与资本结构、组织与风险

管理、生产管理能力、产业结构与联盟、

环境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存

在很大的不同。与此同时在企业的初创

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二次创业

阶段，对于综合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融资需求成为企业至关

重要的发展因素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

因此，信托服务实体经济一方面要

充分重视企业因自身发展的阶段对金融

服务需求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通过信

托公司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构建以

核心竞争力为主、外购非核心金融产品

服务为辅的金融服务体系，真正发挥信

托服务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真正体现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实效。

四、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一）信托业务直接支持实体经

济的传导机制

1. 直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托

业务类型

信托公司作为金融市场中投融资服

务的提供商，其业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是多个层面的，粗略地可以分为直接影响

和间接影响。在能够直接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的信托业务中，最为瞩目的是工商企

业信托业务。工商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信托公司对其提供的金融

服务是信托业务对实体经济最为直接的

支持力量；其次包括房地产信托业务和

基础产业信托业务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

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下文将详细介绍该三

类信托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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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商企业信托业务

现阶段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工商企业

主要包括大型国企和地方中小企业。大

型国企由于业务规模、资产规模方面的

优势，其融资能力很大程度上优于中小

企业，并且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和中

期票据等方式的融资成本较信托更低，

是更受企业偏好的融资渠道。因此工商

企业信托业务主要的合作对象是中小企

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包括债权融资

和股权融资，对于处于创业期的小微企

业，股权融资更为具有吸引力，而对于度

过了这一阶段，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以稀

释股权的代价来融资的意愿降低，更偏

好债权融资。

中小企业虽然在规模、经验等方

面弱于大型国企，但其已成为实体经

济中非常重要且最为灵活的一部分。

据统计⑦，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总数超过

1100万家，占中国企业总数的 99%以

上，对 GDP的贡献超过 60%，对税收

的贡献超过 50%，提供了近70%的进

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 左右的城镇

就业岗位。除了对生产力和就业的贡献，

中小企业还在推动创新上有卓越的表

现。目前，我国 65%的发明专利、75%

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

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但

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缺口依然很大，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国 65%左右的中

小企业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

25%左右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来源于

银行贷款，10%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来源于民间集资方式，有三分之二的中

小企业普遍感到发展资金不足。因此，

如果信托公司能通过业务活动帮助中

小工商企业化解融资难的问题，将很大

程度上激发其发展潜能，有助实体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

当前，工商企业信托业务规模和占

比均逐年攀升，从 2010 年第一季度的

3200 亿元迅速增长到2012 年 4季度

⑦ 徐平国、袁伦渠：《中小企业就业质量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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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万亿元，增长率达到480%。除了

绝对规模的快速增长，在近三年信托规

模急剧扩张的环境下，工商企业信托业

务资产余额占比亦从 2010 年第一季度

的14.77%上升至 2012 年第四季度的

26.65%，成为信托业务占比最高、最主

要的投资方向。尤其在2011年后，工商

企业信托业务总量展现出明显的加速扩

张态势（见图3、图4）。

信托支持中小企业的方式主要为提

供融资服务，工商企业信托业务根据对

手方的需求情况可以发行单一项目投融

资信托产品和基金化产品。单一项目投

融资信托业务的服务对象多为规模相对

较大，经营和收益较稳定的企业，而基

金化产品多服务于同一区域内具有共性

的中小企业。截止目前，金谷信托、新时

代信托、北京信托、兴业信托、华澳信托、

图 3 工商企业信托业务资产规模
单位：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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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商企业信托业务资产规模占比

长安信托、山西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已

经相继设立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信托

计划，而且多为支持区域内中小企业发

展的基金化产品。

（2）房地产信托业务

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第三产业的支

柱行业，是实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其对就业及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是

十分明显的。然而房地产建造所需的资

金相对其他行业较大，几乎所有的房地

产企业均有融资需求，在保证施工的同

时，通过融资提高经营杠杆。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急速发展，房

地产商的融资行为也日益频繁，然而随

着房产单价的日益飙升，房地产企业已

被银行视为风险过高的交易对手，因而

房地产融资必须另辟蹊径。信托便成为

房地产企业非常契合的合作对象。对于

房地产企业来说，信托的优势在于操作

灵活、效率较高、成本可承受。而房地产

信托业务对于信托公司而言也具有相当

的诱惑力，房地产行业资本回报率较一

般行业高，信托公司从房地产信托业务

中所获得的信托报酬亦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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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信托业务自2010 年起经历

飞速增长阶段，以每季度新增1000 亿

元规模的脚步快速提高业务规模占比。

而自2011年第三季度之后，房地产信托

业务规模保持稳定，基本围绕7000 亿

元浮动。而2011年我国信托行业资产

规模扩张加速，总量维持稳定的房地产

信托业务的占比逐渐下降，跌至10%以

下。

信托对于房地产业的支持力量不

单可通过房地产信托业务说明，根据

2007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可以发现，

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为

0.09，表示房地产业每提供一个单位最

终使用时，对金融业的直接消耗和间接

消耗之和为0.09 单位。完全消耗系数

从侧面衡量了一个行业对另一行业的依

赖程度，从07年的统计年鉴可以看出，

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高于

对其他所有行业，可见房地产业对于金

融业的依赖程度。

此外亦能通过房地产的融资渠道说

明其对于信托业务的依赖，将投资于房

地产的新增信托资产规模除以房地产

行业的新增贷款规模，得到房地产业融

资活动中信托的贡献率。如图 5所示，

图 5 房地产的信托新增规模 / 主要金融机构中房地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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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投向房地产的信托新增规模 /主

要金融机构中房地产贷款。

除了在 2011年第二季度到 2012

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通过信托融资的

比例突飞猛进，一直以来房地产企业

通过信托融资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从

2010 年年初的7.47%，到2013 年初的

21.57%，逐步奠定了信托在房地产行业

融资环节中的重要性，服务于房地产业

的发展。

（3）基础产业信托业务

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

基础地位，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着制约

和决定作用，决定其他产业发展水平的

产业群，它的产品通常要成为后续产业

部门加工、再加工及生产过程中缺一不

可的投入品或消耗品。此类业务服务

实体经济的方式表现在通过与相关方

合作，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路、

桥梁等），保证下游企业原材料的供给

等。基础产业信托业务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量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基础产

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对其提供的

金融服务能够直接支持实体经济；二是

基础产业为下游产业的运行提供能源

等各方面的支持，属于信托服务实体经

济的另外一份重要力量。

基础产业信托在 2012 年之前都保

持较为稳定的规模，资产余额基本在1

万亿元左右，资金规模占比由于总量的

增长而下降。但从 2012 年起，基础产业

信托业务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阶段，

与整个信托行业的总资产规模扩张速度

保持了一致，其中发展最快是政信合作

类信托业务，这主要是由当前国内经济

形势决定的。一方面，为了稳定国内经济

增长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在内需不足、

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2012 年来

严格的房地产调控使得以土地财政为主

的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而信托公司的房

地产业务受阻，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

点，如此一来，便成就了2012 年红火的

政信合作，这与2012 年发行的基础产

业类产品中多以对各地方政府的应收债

权为融资标的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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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传导机制

（1）企业角度

企业利用资本的边际收益随着资本

投入量的提高，先递增，当资本投入量

与劳动力投入量达到一定比例之后，资

本边际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根据边际

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MR=MC)的生产规

则下，在劳动力投入量保持不变的条件

下，只要生产的年均收益率高于利率，那

为商品生产而进行的融资活动即是有效

的。

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当中，银行一直

被视为支柱，对其的风险管理要求也更

高，虽然银行能提供的资金成本在市场

中属于相对低的水平，但由于贷款额度、

存贷比等的限制，银行能够提供金融服

务的对象非常有限，对于国内众多的企

业，银行体系只能解决一部分规模相对

较大经营相对稳定的企业的一部分融资

问题。

在此条件下，信托业务直接服务实

体经济的情况可以用以下的模型解读。

在该模型中，工商企业、房地产企业和

基础产业企业都简化为一般生产企业。

图 6中表示的是商品市场的均衡情况，

横纵坐标分别为生产量（Q）、价格（P），

曲线MC、MR分别表示生产边际成本

和边际收益；图7所示为资本市场的均

衡情况，横纵坐标分别为社会融资量（K）

和利率（r），曲线D表示资本市场中的

需求曲线，S1 表示银行的供给情况，S2

表示银行与信托的供给情况。

由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银行的贷

款规模受到各种限制，在短期内，银行

的资金供给量是稳定的，因而在模型中

将银行的供给曲线简化为一条垂直的线，

不具有弹性，如图7中所示，假定银行

在短期内的贷款规模是K1，对应需求曲

线上的均衡利率应为 r1，但是由于银行

选择的服务对象都具有更好的资信状况，

优于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最低的企业

资信状况，因而固定的贷款利率 r*是应

低于市场的均衡利率 r2。同时K1 的资本

投入量决定企业的生产总量为Q1，对应

产品价格 P1，MR>MC，生产企业获得

超额收益。显然产量过低，未达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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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所需的供应量Q2。

超额利润将使企业扩大生产，同时

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生产中，在银行

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达到上限时，这些

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经营经验等方面资

质的限制，资金支持对于这类企业来说

非常关键。因此，通过信托的投融资服

务而为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成为支持企

业生产和扩张的重要力量，此类服务所

提供的资金规模不同于银行短期的稳

定的贷款规模，是依据市场需求而定的，

当市场中企业的扩张预期较强，对资金

需求更大，则市场均衡状态下的资金供

应量和利率会更高，在模型中将信托资

金和银行资金之和的供给曲线简化为一

条斜向上的直线。随着资金成本升高，

生产总量的提升，边际收益也将下降，直

到超额利润消失。当达到商品市场均衡

状态，产量达到Q2，增长量为 ∆Q，价格

维持在P2，资产投入量为K2，资产投入

增量为 ∆K，信托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

效率可由 ∆Q/∆K表示。

∆

 
 

K1 K2 

r1 S2 

S1 r 

K 

r2 

 

D 

p1 
MC 

MR 

P 

Q 

p2 

 

p1’ 

Q1 Q2 

r* 
∆K

上图为图 6 商品市场均衡分析

下图为图 7 资本市场均衡分析

（2）宏观角度

除了从企业的角度阐述信托服务实

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亦可从实体经济核

算的角度来说明。

运用支出法计算GDP的公式为：

GDP=C+I+G+(X-M)

在中国的统计实践中，支出法计算

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划分为最终消费、资

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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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映了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

用及构成。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

府消费。在此，为简化表达式，假定净出

口总额为零，可以将GDP的公式简化如

下：

GDP=C+I+G

资本形成总额 I.的来源包括：生产

企业留存收益的再投资；银行贷款；信

托资金；其他，包括各类股权和债权投资

活动带来的资金流入。

信托业务对GDP总量的影响可以

分解为对于居民消费C、政府消费G、资

本形成总额 I.三部分的影响，而传导因

子包括资金量和收益率。

信托业务对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

总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传导因子——

资金量。信托公司为政府和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引入信托资金支持其消费和

投资行为，对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

的扩张起正面效应。而信托资金相对

于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除了其运用的

灵活性之外，信托公司不需要提取存款

准备金的优势也不可忽视，这点使得

融入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高。

信托对于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不

如前两者直接，一般来说，信托产品的

收益率较市场中其他产品都更具吸引力，

而更高的投资收益并不会抑制居民的各

期消费，相反会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传

导因子为收益率。此现象可以运用动态

最优化模型说明，为简化推导过程，本

文仅讨论两期动态最优化模型。模型假

设居民只存续在两期中，在第一期期初

居民拥有资产K，其要将资产分别运用

到消费C和储蓄S当中，第一期的储蓄

S 将在第二期得到收益和本金RS，居

民同样需要在第二期进行消费和投资分

配，之后居民活动结束。模型的目的在

于探究在最大化效用的目的下，居民如

何做消费和投资决策。

为简化推导过程，文中假设消费者

的效用函数U的表达式为常用效用表

达式：

两期动态最优化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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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V表示最有状态下消费者两

期效用之和，K表示在第1期初期消费

者所拥有的资金量，R表示投资总汇报

率（包括本金），c1，c2 分别表示第一、第

二期中居民的消费额，S表示第一期结

束时居民的储蓄，0<β<1为贴现因子，

用以衡量居民的耐心程度（例如未来消

费相比现时消费的效用差异）。

在建立拉格朗日方程式并求解一阶

条件后可得出：

显然两期的消费额都与R成正比，

即更高的投资收益会导致更高的各期消

费。因而信托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正效应，

同样对GDP具有促进作用。

（二）信托业务间接支持实体

经济的传导机制

1. 间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托

业务类型

（1）银信合作信托业务

由于部分银信合作业务在一定程度

上附着银行信用在其中，而银行作为金

融体系中的“巨无霸”，监管层对于其风

险控制较为重视。

银信合作信托业务对于实体经济

的影响并未像前三类业务一般直接，而

是与最终的资金投向有关。银信合作业

务信托资金的最终流向主要包括两个

方向，一是中小企业，一是债券市场。

前者与中小企业信托业务对实体经济

的影响类似，在此不赘述；银行间市场

发行的债券以国债和金融机构债券为

主，企业债等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债券占

比较低，因而后者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量较弱，不具有明显的效果。

银信合作业务相对其他信托业务一

直受到监管层的特别重视，自2010年起，

每年银监会均颁布新的法规用以规范银

信合作业务模式、控制资产规模。即便

如此，银行表外业务的需求依然不减，

不断推行的新政策在限制原有业务模式

扩张的同时，也激发了围绕监管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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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创新，最简单的包括由银信合作业

务转变为银证信合作业务。在此环境下，

自2010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

银信合作业务规模的统计数据有着显著

的下降，之后保持平稳缓慢的上升，相

比整个信托行业的快速扩张，银信合作

业务的规模占比在逐年下降。

（2）证券投资信托业务

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中的信托资金

流向包括证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

经历信托公司疯狂“打新股”并被叫停

证券开户之后，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信

托资金流向以二级市场为主。进入一级

市场的信托资金能够有效地为初上市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助其扩张和发展，其

支持实体企业的效果类同工商企业信托

业务。

证券投资信托业务通过二级市场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信托资金对于标

的企业的经营支持。首先，二级市场是

对一级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二级市场

为股票提供流动性，那一级市场的规模

并将很大程度上受限，一级市场对实体

企业的支持力量也将大打折扣。其次，

二级市场同样是上市企业的重要融资渠

道，上市公司融资工具包括增发、股权抵

押贷款等，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类业务

包括投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最后，

信托资金的流入有助于上市公司，尤其

是具有良好发展势头公司的股价进入上

升通道，随着公司股价的上升，相同抵

押率下，公司可以以相同数量的股票融

入更多的资金以支持扩张。

2009 年信托公司证券账户开户被

叫停之后，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

资产规模长期处于稳定的扩张态势，在

2011年第二季度之前，规模占比都有较

快增长，而2011年股市经历了大幅的下

挫，大盘基本从3000点直奔2200点，

受此影响，证券投资信托业务规模在

2011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基

本持平，微幅下降。之后该类业务规模

显现出比之前更快速度的上涨，与整个

信托行业保持相同增长速度，规模占比

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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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传导机制

对于以上两种信托业务而言，信托

资金并未像前节中所提及的工商企业信

托业务、房地产信托业务、基础产业信

托业务一样直接注入生产企业中，从而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该节中所涉及的

银信合作信托业务和证券投资信托业

务的信托资金皆是首先流入金融机构，

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池中，而后再从资

本市场流入实体经济，如图8所示。

图 8 信托服务实体经济间接传导机制

间接传导机制与直接传导机制

的区别在于，信托公司与实体企业之

间未直接接触，取而代之的是资本

市场。银行理财资金、信托资金、基

金等通过投资受益凭证首先流入资

本市场，之后再由受益凭证的发行

方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等方向。我

们将信托资金与资本市场的传导阶

段作为一级传导，而从资本市场与实

体经济的传导阶段称为二级传导。

一级传导与二级传导是同时存在并

相互影响的。一级传导直接影响资

金供给端信托公司开展业务的策略，

决定了资金的供给规模和方向偏好；

二级传导对于信托服务实体经济来

说是关键性的一步，直接决定了服务

实体经济的效果，如果信托资金仅

停留于资本市场，则信托服务实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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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功能将无从谈起。通过二级传

导，资本市场中的资金将流入实体经

济中，为其生产发展提供支持力量。

而在二级传导中，信托的控制力较低，

因而，相对于直接传导，信托通过间

接的传导方式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

不如直接传导的影响大。

（1）利率传导

在信托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过程，

通过两个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一

是资本市场中的均衡利率，二是资本市

场中资金规模。

衡量资本市场供需情况的重要指标

是资金成本，即利率。市场中供需的不

平衡将导致利率的波动，而利率的波动

将同时向资本市场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

方释放信号。假如实体经济中对资金的

需求有所上升，首先将反映在资本市场，

表现出资金成本上升，一部分企业将由

于过高的资金成本而放弃扩张计划甚至

生产，从而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整个

市场中资金处于紧缺状态的信号将反射

到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如信托公司。

当信托公司接收到资本市场中利率升高

的信号，其将据此调整业务方向，将更多

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而更多的资金流

入资本市场将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中

的需求紧张，同时利率将缓慢下降，下降

幅度将据新流入的资金量决定，利率的

降低将使融资对更多企业来说是有意义

的。因而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信托

业务利用其利率可以在一定幅度内调整

的优势，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大力量。

（2）规模效应

信托公司较银行运行更为市场化，

首先信托资金并不像银行信贷资金，受

到严格的监管控制，在市场中的资金供

给量较为稳定，短期呈现出垂直向上的

供给曲线。然而信托公司的业务开展并

未受到如银行一般的全面监管，而更能

针对市场中的需求调节供给。信托资金

的供给曲线，随着供需双方的变化，呈

现出倾斜向上的供给曲线。而信托公司

作为资本市场中最为灵活的一员，将能

够在短期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资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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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需求方。资本市场的资金容量将随

着信托资金的不断流入而一直扩张，而

这部分增加的资本规模，可以满足更多

企业的需求，同时亦缓解市场中高额的

成本。

其次，除了在灵活性上的优势，信

托由于不需要像银行一样留有存款准

备金，而使得信托资金被更有效率的运

用，最低成本要求更低。例如，银行存款

准备金率为20%，意味流入银行的资金

总额的80%能作为贷款流出银行系统，

所以对于银行来说，即便一年期存款利

率仅为3.25%，但其承担的成本其实为

4.0625%。而信托资金不存在法定准备

金的问题，信托资金在货币的使用效率

上是高于银行的，所以其通过提供资金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亦高于银行资

金。

因此，通过利率传导和规模效应两

个方面可以说明，在间接支持实体经济方

面，信托由于在机制上的灵活性（例如利

率浮动范围、资金规模可调），因而具有

更强的支持力量和更高的资金使用效率。

五、分析方法及数据分析处理

第四章从直接的角度分析了信托行

业支持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分别从企

业角度，宏观角度就工商企业信托业务、

房地产信托业务和基础产业信托业务对

实体经济不同行业的支持进行了分析，

并且从间接的角度，从银信合作信托业

务、证券投资信托业务的角度分析了信

托支持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从本部分

开始，将以实证分析为研究中心，依赖数

字对信托支持实体经济进行分析。具体

章节安排为本章对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的介绍、数据的预处理；第六章重点分

析内容为以现有主要信托产品的交易结

构为研究重点，通过选取北京市、上海

市、天津市和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利

用2005 年第四季度到2013 年第一季

度区域内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以

及地区GDP的季度数据，通过向量误

差修正模型检验信托业务开展情况与实

体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第七章通过信

托未投向领域的行业分析判定信托未来

支持实体经济的行业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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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

主要来自用益信托网及中国统计网，也

包括各家信托公司研发部门依靠自身力

量收集、整理的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

效性及公开性，在数量模型中使用的数

据均为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资

源。

（二）数据预处理

在第四章中，给出了工商企业信托

业务，房地产信托业务的数据分析，初

步分析了两类数据所表现出的信托发展

的态势。在此部分，继续通过数据对房

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进行基础分析，

找出信托行业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

动力，为后文支撑信托行业进入未投向

领域作出前期的分析与准备。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在信托行业的

发展过程中，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建

设对于信托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

忽略的促进作用，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的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

意味着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意味着区域

内部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土

地财政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土地

出让是其重要的表现方式，基础设施建

议一方面促进了土地出让的速度，另一方

面在为地区完成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

也拉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种拉动

换来更多的土地需求，城镇化进程在一

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对土地的需求，所有

的土地最终以土地财政的方式完成了地

方政策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因此，在

过去的十几年间，土地财政催生了房地

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表现在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和房地产

市场不断攀高的房价，但事实上，信托行

业在这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变迁中充当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资金的重要来源，

并且同时推动信托行业自身发展的绝对

主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信托行业正

迅速成为高净值人士理财的重要手段

而获得快速的发展。以房地产信托产

品为例：尽管房地产市场一直在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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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过程中，但其一直保持迅速发展，房

地产信托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为投

资者提供了高收益，因此受到市场广泛

欢迎。2012 年房地产信托产品共发行

816 个，平均收益率达到10.12%（数据

来自用益信托网）。

因此，理解信托行业支持什么样的

行业，或者更确切的说，什么样的行业具

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获取信托行业的支

持是信托行业继续进入未投入领域研究

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如何衡量信托支持行业我们放在

后篇的实证分析中，本章的重点落在从

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衡量信托的资产

管理规模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并且通过

区域数据分析给出影响信托资产管理规

模的影响因素。

1. 信托深化指数

首先，给出一个定义：信托行业的资

产管理规模与当年GDP总额的一个比

例，定义为信托深化指数：

总量

信托资产管理规模
信托深化指数 GDP

f =

其中 信托深化指数f ，代表了信托资产规模与

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该定义衡量

了信托业的发展程度。中国信托行业的

增长在过去的几年间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速度，2009 年的资产管理规模为2.02

万亿元，到2013 年第二季度，全国 67

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到了

9.4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0.72%。

如何衡量信托资产增长的快与慢、信托

规模的大与小在业内一直也没有一个标

准的衡量准则，我们希望通过对信托深

化指数 信托深化指数f 的定义和分析对此在数量

结构上有一个了解。

对中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到底是“大”

还是“小”的争论不仅在业内，并且在金

融行业内部也一直存在纷争。从发达国家

（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信托资产的

规模与GDP的规模具有正相关关系，一

般是GDP规模的2倍上下。照此推演，

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规模起码应该在

100万亿元以上。到2012 年年底，加上

信托业在内的资产管理规模也不过才30

万亿元左右，其中，银行理财流量规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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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万亿元，基金业管理的资产规模为

2.83万亿元，证券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

规模约为2万亿元、信托业管理的资产

规模为7.47 万亿元⑧单从行业发展的速

度而言，信托行业在最近的十几年内一直

保持其他金融子行业难以达到的发展速

度，但单从信托行业的资管规模占整体

金融行业资管规模比例的角度而言实际

占比仍不是很高，因此，从整体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信托行业仅仅是一个快速的

发展过程中，远远没有达到饱和。

利用 信托深化指数f .衡量信托行业在国民生

产总值中的占比，选取在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直辖城市进行

分析：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为了维

护数据的样本总量，我们选取了自2005

年以来的季度数据，图 9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了列举：

1.各个直辖城市资产管理总量与当

地GDP总量的对比；

2.各个直辖城市的信托深化指数变

化趋势；

3.直辖城市之间的信托深化指数变

化对比。

下面就以上各个部分的列图进行

对比和分析。

从图9中可以看出：

首先，各个区域的GDP发展趋势

基本一致，而本地的信托总量并没有同

当地的GDP发展表现出同步的步骤，

从这个角度看，信托的发展更加具有自

身的特点。

其次，单从信托行业的资产管理规

模而言，各个区域的信托发展表现出一

定的趋同，从 2010年起，信托行业进入

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在北京，

上海首先发力，带动天津、重庆。在此过

程中，上海、北京体现了金融发展中心和

政治中心的优势。

最后，从资产管理总量上看，尽管

⑧周小明：《中国信托四季度数据评述》，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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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个直辖城市资产管理总量与当地 GDP 总量的对比

单位：亿元

北京的GDP规模非常高，其他区域在

此向量上并没有体现出与其相匹配的竞

争力，但是从信托总量上比较，并没有体

现出与GDP相一致的差距性。也就是说，

各区域的信托发展并没有由于其本地经

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而体现出同样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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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信托深化指数上海地区信托深化指数

图10.各直辖城市的信托深化指数变化趋势

北京地区信托深化指数 重庆地区信托深化指数

下面从信托深化指数的角度进行一下分

析。

2. 信托深化指数分析

为了比较方便，我们将获取的 信托深化指数f

进行了同比例的缩放。同样利用上述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2005 年至

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季度数据（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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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张不同直辖城市的信托深化

指数表现了信托资产管理计划中的资管

规模与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接着

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区域的

该指标差距甚大:

首先，从峰值的角度来看，从大到

小依次排列的顺序为：北京、重庆、上海

和天津。

其次，从 2006年第一季度到2010

年第一季度的变化整体趋势看，此时期

是针对后期 2010 年之后信托行业的迅

速发展的对照，是一个整体趋势较为平

稳的过程，可以看出，除北京外，重庆、

上海和天津的比例均不是很高，维持在

100以下，北京由于多家信托公司区域

性集中，并且地处政治中心，在这一数值

上表现出极强的优势。 信托深化指数f 的占比情况

在此段时间峰值达到200。

最后，将2010 年第一季度之后频

繁出现异常点的时间段与前一时间段区

分出来，定义为近年由于银信合作及集

合类信托迅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信托

行业的高速发展期。从这个时间段看，

北京继续保持了这种迅速爆发的趋势，

并且在峰值上达到了1200，并且两个峰

值随着时间的增长保持了越来越高的趋

势，与此对比明显的是，上海和天津的

峰值并没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天津在

2012 年第一季度达到的最后一次峰值

为140+，而上海尽管峰值的次数较天

津活跃，在 2013 年一季度，2011年第

一季度达到两次高峰，但均与2010 年

第一季度持平，为200+左右，说明上海

区域具有较天津区域更强的发展变化频

率，但两地并没有向我们显示出金融中

心和环渤海经济发展区中心城市的优势，

究其原因，可能来自上海的金融聚集在

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信托行业在其中的地

位，而天津由于长期处于北京的边缘地

带，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种发展趋势。

在此过程中最具有意义的当属重

庆区域，在峰值上其高出天津和上海，

在2011年第一季度达到了500，并且在

2012 年第一季度高到300，这种区别于

北京，但明显优于天津和上海的特殊情

况值得研究。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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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地处西部、高速的发展过程、最年轻

直辖市的发展历史、急速发展的城镇化

进程使得重庆具有极大的动力需求信托

资金进入到各个不同的领域 (表1)。

上述截取表格用以描述按省级行政

单位划分的不同区域在2013年 6月份

地区 募资总额（万元） 产品数量（个） 平均募资额度（万元） 平均收益率（%）

北京 422532 16 26408.25 8.7765

重庆 418000 4 104500 9.03333

西宁 325738 11 29612.55 9.6

合肥 196000 4 49000 8.65

西安 193293.69 16 12080.86 8.6419

表 1  2013 年 6 月份区域信托募资比较

资料来源：中铁信托研发部，研发月报 2013（6）

图 11 直辖城市之间的信托深化指数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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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类信托计划募集能力的前5位，该

资料从一个侧面说明目前重庆具有强大

的吸收信托产品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

最后，我们附上直辖城市之间的信

托深化指数变化对比，用以说明上述对

比情况见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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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有信托支持投资领域的

      实证分析

（一）信托现有的投资领域

信托在投资领域多元化方面有其他

金融行业不可匹敌的优势，虽然行业近

年才得到火速发展，但现有投资领域已

广泛地覆盖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矿

产能源、金融市场、艺术品、境外市场等。

除此之外，中小企业信托计划投资的经

营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细化。

1. 基础设施信托业务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托产品规模

占比较高，主要为政信合作类业务，该业

务的主要投资方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房建设，以及旧城改造和新城

区开发等。基建类信托计划一般是地方

城投公司通过信托方式将应收账款债权

提前利用，以此增加现金流入，该产品

具备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财政实力支

持、较高的收益率。由于宏观经济增长

放缓，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不减，城投债、

基建类信托等新增表外资金正在替代相

当一部分银行表内贷款，逐渐成为地方

平台重要的债务组成，同时银行贷款也

从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中逐步退出。地

方债务平台融资表外化，在调整债务结

构的同时，有借新还旧的嫌疑。为控制地

方政府的财政风险，2012 年年底财政

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地方

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但该

业务的势头直到2013 年第二季度末银

监会要求严控基建类信托新增规模的情

况下才得以遏制。

政信合作类信托产品的交易结构多

样，但其核心都是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还

款担保的前提下，将信托资金投入项目

建设中，如图12所示。

信托公司的交易对手为地方融资平

台公司，标的资产为平台公司享有的对

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收益权。风险控制

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出具财政

还款的人大决议；平台公司提供实物资

产抵押；平台公司承诺政府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下受让信托受益权；其他平台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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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地产信托业务

房地产属于信托投资的重点领域之

一。2003 年 6月，央行发布121号文件

限制房地产企业向银行融资，但房地产

市场的火爆及行业的高利润率使得房地

产企业转向信托寻求融资支持，而此时

信托行业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期。

在房地产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信

托的身影，从项目拿地，到中期建设，到

后期回款，信托或长期或短期的都有涉

足。房地产信托的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

从最初的单笔融资，到专业化的房地产

基金，信托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愈加紧

密。但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过度集中，

为预防系统性风险爆发，银监会从 2011

年 5月开始针对房地产信托业务逐步

开始调控，屡次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降

低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发行，同年 6月要

求由事后报备改为事前报备，以此掌握

房地产信托业务全面的风险情况。2013

年上半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第二

季度房地产信托规模占比超过工商企业

信托重回榜首。

房地产信托产品的交易结构非常丰

富，除了传统信托贷款产品的结构之外，

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房地产信托基金

的形式，即信托资金以股权形式进入项

目，交易结构如图13所示。

图 12 政信合作产品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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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产能源类信托业务

矿产能源类信托产品在 2010 年和

2011年发行较多，但一方面随着宏观经

济增长放缓，部分能源消耗型产业出现

产能过剩，能源类产品交易价格快速下

跌，该类产品风险突增，另一方面矿产能

源类信托计划对于受托人的专业知识要

求较高，而一般从业人员对该行业了解

有限，这也是潜在风险之一，因而近年发

行渐少。

矿产能源类信托产品具体情况可以

通过中信信托发行的“中信融金能源投

资集合信托计划”一探究竟，该产品总

规模170 亿元，期限10年，预期年收益

率为12%，采用受益权分层结构设置优

先级和次级受益权，由泛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认购次级受益权，通过项目

公司投资于红墩界煤矿项目，中国泛海

实际控制人卢志强为中国泛海支付特定

信托资产收购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

图 13 房地产信托交易结构图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586

保证担保，中信信托及其他第三方中介

机构对红墩界煤矿项目现场工程进度、

工程投资实现与控制、重要文件批复和

重要证照、财务、销售、日常运营等方面

进行全面深入管理，交易结构如图14所

示。

4. 金融市场信托业务

信托投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

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投资股票市

场的信托计划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华

润信托为代表的阳光私募类产品，即证

券投资私募担任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

图14.矿产能源信托计划交易结构图

负责发送交易指令，投资者盈亏自负；另

一种是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投资者认

购优先份额，获得固定收益，私募投资

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同时出资认购劣后

部分，产品设计中有严格的止损规则，以

保证优先级客户的投资收益。除此之外，

还包括投资定向增发类信托计划，该类

产品出资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

通过解禁期结束后在二级市场出售以盈

利，投资者在该类产品中也获得浮动收

益。银监会对于信托资金投资期货市场

的控制严格，现阶段华宝信托在开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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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期货业务方面较为领先，目前已经发

行的四类股指期货信托产品，包括市场

中性策略产品、套期保值产品、管理期

货类产品以及多策略产品，产品在收益

率和波动率上具有优势。信托投资债券

市场的形式之一是债券投资信托产品，

类似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普通投

资者认购优先部分。此外，信托公司现

金管理类产品的部分资金也会投资于债

券市场。

以中信信托的一款证券投资信托产

品为例，交易结构如图15所示。

5.艺术品信托业务

艺术品类信托属于另类投资信托产

品之一。受欧债危机的影响，资金投资

渠道变窄，大量资金从股市楼市转移至

艺术品市场，中国艺术品市场经历了一

段两位数以上快速增长的时代，成交额

创历史新高。在此推动下，国内艺术品信

托产品市场迅速扩张，国投信托. .盛世

宝藏1号保利艺术品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在 2009 年 6月18日成功推出，成为国

内第一支艺术品信托产品。之后，艺术品

信托资产不断扩张，在 2011年更是井

图 15 证券类信托计划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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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式增长，全年发行规模达55亿元，比

2010年暴增 626.17%。艺术品信托的收

益率高达10%-12%，远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然而，艺术品信托名义上是收藏艺术

品且期待升值，并最终通过出售艺术品

获利，实际只是公司以艺术品为抵押物，

折价抵押给信托公司并订立回购条约来

融资的一种方式。

2013 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

已经确认，加之艺术品市场事件不断，

导致市场情绪悲观，艺术品出现流拍或

价格过低屡见不鲜，市场延续 2012 年

的下行趋势。在艺术品市场降温的情况

下，艺术品缺乏统一评估标准，价值判

断基本依靠投资顾问的风险就愈发明显，

当信托业务人员对于抵押物的市场价值

和流动性都没有把握的情况下，2013年

艺术品类信托产品发行量骤减是必然趋

势，之前发行多款艺术品信托产品的中

融信托、中信信托也已逐渐退出艺术品

信托市场。

6.QDII 信托业务

具有境外投资资格的信托公司为数

不多，中海信托在QDII业务开展方面较

为领先。自2007年 9月上海信托获得

受托境外理财业务资格的批复之后，经

历了与工行和建行合作发行 QDII 单一

信托计划，设立多个单一资金信托参与

香港 IPO投资，以及设立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投资海外债券三个阶段。形成与私

人银行合作、海外券商合作、拟上市公

司合作以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四种业务

模式。而由于QDII投资额度的严格限制，

以及国内金融机构投资海外市场经验的

不足，加之国内外市场的投资息差，这类

业务并未在行业内呈现出扩张的趋势。

7. 中小企业信托计划

中小企业信托产品以支持区域经济

发展为目的，以服务域内中小企业为手

段，通过引入政府支持基金、大型国企

资金、国有担保企业以及社会资本资金

等，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供给养分。中小

企业信托投资的企业所属的领域更为广

泛，例如国元信托的地方中小企业发展

信托计划，截至 2012 年 5月已募集资

金金额23.11亿元，合计为140 余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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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平均每家企业

获得 0.165 亿资金支持，涵盖了汽车服

务业、农业食品业、生产制造业等多个

行业领域。该类产品结合地方政府对当

地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帮助降低企业

的融资成本等。地方政府为促当地规模

以下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会以税收优惠，

融资担保方式创新和设立发展专项资

金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关支持。该

类产品一般与政府控股或主导的担保公

司合作，产品设计上采取结构化，安排

由企业实际控制人或者担保公司认购

次级信托单位，优先保证普通投资者的

投资收益，除此之外，由于单个企业的

资金需求量不会太大，为实现规模效应，

降低运作成本，产品均采取打包投资的

方式，同时组合投资也可以分散投资风

险。在业务开展方面，截至目前，新时代

信托、北京信托、兴业信托、华澳信托、

金谷信托、长安信托、山西信托等多家

信托公司已经相继设立了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的信托计划。

以金谷信托向日葵系列中小企业发

展信托计划为例，富华小贷公司作为投

资顾问，对目标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情况作前期和后续跟踪调查，由富

华小贷公司股东无锡华宸置业提供流动

性支持和补足承诺，同时江苏汇普投资

担保公司对每笔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交易结构如图16所示。

图 16 中小企业信托计划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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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托与实体经济的契合

本文拟通过检验信托业务开展情况

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分析信托与实

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信托业务以资金

来源看可以分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其中单一业务中的资

金来源包括银行表外资金和机构资金，

但此前一直以银行表外资金为主导，在

业务操作中信托公司的主动性较差，更

体现为银行经营业务的延伸，不能有力

地说明信托行业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情

况，同时单一业务中信托对于实体经济

的作用也为间接支持，因而本文中将着

重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实体经济的

关系。

信托业务的交易对手范围非常

广泛，涵盖各种性质和各类行业的企

业和机构，因而本文中描述实体经济

运行情况的指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信托业务的开展区域较为集中，

大部分业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并非

均匀的分布在全国各地，为更精确地

了解信托业务开展对于经济发展的

影响，本文使用部分信托业务开展

情况较为活跃的区域进行分析和比

较。衡量信托业务开展情况的指标

方面，本文选取了区域内集合资金信

托产品发行规模。一方面，在行业发

展初期，信托业务的开展多集中于信

托公司所在地，即信托产品发行地，

因而区域内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行

规模能够非常直接地衡量信托资金

与当地实体经济活动的交叉情况，另

一方面，区域内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

行规模是信托业务开展活跃程度的

关键指标，而其变化情况与地区生产

总值变化趋势的相互关系正是本文

的重要内容之一。考虑到数据的完整

性，本文选取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

市和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搜集了从

2005 年第四季度到 2013 年第一季

度区域内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发行规模

以及地区GDP 的季度数据。

1. 平稳性检验

为探究地区新增信托规模和生产总

值的协同关系，首先需要对两项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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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性检验，非平稳序列则往往表现出

在不同的时间段具有不同的均值。依据常

规办法，选取每季新增信托规模和新增

GDP两个向量数据的一阶差分对数值，

对其做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本

文中使用常见的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test），滞后阶数的选取基于

AIC（Akaike.Information.Criteria）。水平

检验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北京地区的

信托规模数据和天津的生产总值数据外，

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地

区新增信托规模和生产总值的环比数据

是不平稳的，因而可以认为，数据在不同

的时间段具有不同的均值（均值持续上

升或持续下降）。从 2005年至 2013 年

初的情况来看，信托规模和实体经济加

速扩张的趋势明显，即环比增长率均值

Null Hypothesis: ___ has a unit root.
Prob.*

Null Hypothesis: D(__) has a unit root.
Prob.*

BJ_GDP 0.4892 0.0000
BJ_Trust 0.0000 0.0006
TJ_GDP 0.0396 0.0000
TJ_Trust 0.7391 0.0349
SH_GDP 0.6514 0.0000
SH_Trust 0.4831 0.0000
CQ_GDP 0.5635 0.0000
CQ_Trust 0.3086 0.0002

表 2　水平检验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

注：BJ、TJ、SH、CQ 分别表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下标 GDP 和 Trust 分别表示生产总值和信托规模

持续上升，说明这一检验结果与现实情

况相符。同时，检验都拒绝数据的一阶

差分值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在大概

率的情况下，两个向量数据的一阶差分

量是平稳，既新增信托规模和生产总值

数据的一阶差分是一阶单整的，从现实

情况来说，表明信托业务和实体经济的

扩张加速度在各个时间段具有稳定的

均值。既然两项数据的单整阶数相同，

便可以分析地区GDP与信托规模的协

整性，即信托规模和生产总值的环比增

长率均值的变化趋势是否一致。如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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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具有协整性，那么可以一定程度

上说明地区实体经济运行情况与区域内

信托业务的开展情况存在长期稳定的均

衡关系。

2. 协整性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Cointegreation.

Test 检验地区新增信托规模和生产总值

的协整性，滞后阶数设定为4阶，设定

无趋势性，允许有截距，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从结果来看，北京和重庆的两组向

量数据具有显著的协整性，说明区域内

新增信托规模和生产总值可能存在着稳

定的均衡关系，即一致的扩张趋势。协

整性还说明，虽然在短期内，两者的关

系可能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均衡

状态，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偏离的影响将消失，变量之

间的关系会回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

既在大概率情形下，当地信托业务的开

No. of CE(s)
None *
Prob.*

At most 1
Prob.*

BJ 0.0146 0.1001

TJ 0.0000 0.0400

SH 0.4493 0.3305

CQ 0.0003 0.2508

表 3　Johansen Cointegreation Test 协整检验结果

注：None 表示不存在协整性，At most 1 表示存在协整性

展情况与实体经济运行情况在长期具有

协同性和趋同性。

3.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在检验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假设之

前，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得到结论，信

托业务规模扩张的加速度和地区实体经

济的扩张加速度在 2005 年至 2013 年

上半年的时间段内，存在稳定的均值，两

个加速度在每季的波动都分别围绕着其

均值；通过协整性检验得到结论，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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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扩张加速度的均值和地区实体

经济扩张加速度的均值在长期存在稳

定的线性关系。

基于以上两步的检验结果，本文将

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Error.

Correction.Model）的检验判断两个变量

在期间内动态联系的具体情况。表达式

为（以北京为例）：

D(BJGDP. )=BJGDP-BJGDP(-1).，

D(BJGDP.) 表示当期北京生产总值与前

一期的差异，基于数据在检验之前已取

一阶差分对数，因而该差异具体为北京

地区两个季度新增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率之差，即为实体经济扩张的加速度；

BJGDP(-1).为前一个季度“北京地区生产”

总值的数据，BJGDP(-2).为两个季度之前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C(1,1) 估计

量衡量了解释变量（北京地区前一个季

度实体经济运行情况）对被解释变量（当

期北京地区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

作用，C(1,2) 同理；下标为Trust 的信托

相关表达式同理；

表达式(B(1,1)*BJGDP(-1)+B(1,2)*BJTrust(-1).

+B(1,3))的意义是新增信托规模与地区

生产总值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即两变量

变化趋势的同步性。该表达式的均值应

为零，B(1,1) 和 B(1,2) 取决于新增信托

规模和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长率之间的协

同关系，.B(1,1)*B(1,2) 的正负性表达了

新增信托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加速度的

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为正，表明地

区实体经济扩张速度均值持续增加同

时信托规模扩张速度均值持续减少，或

者相反，如果为负，表明新增信托规模

与地区生产总值速度变化方向一致，为

持续增加或者持续减少。

A(1,1)为衡量信托与实体经济运行

均衡关系最重要的估计量，从公式一中可

以看出A(1,1)能够衡量在GDP与信托规

模具有协整性的条件下，上一期内两个解

释变量协整关系的偏离对于（被解释变量）

当期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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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是认为信托规模与实体经济的扩

张趋势是趋同的，所以该估计量能够衡

量信托行业或者实体经济在短期内对均

衡状态的偏离对于实体经济下一步扩张

的影响。C(1,*) 衡量前一期和前两期两因

变量对于当期GDP的影响；公式二中的

估计量含义同理。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为简化表达式，设定检验过程中

B(1,1)=1，即将其设为单位基数。四个检

验结果中表明，B(1,2) 的估计值均为负

数，即B(1,1)*B(1,2)<0，表明新增信托规

模与生产总量的环比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是同方向的，从历史数据来看，两者的

扩张速度显然同是持续增长的。同时从

上表中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衡量信托

与实体经济运行均衡关系的系数A(1,1)

Error Correction:   A(1,1)

TJ -0.038185

SH -0.594920

CQ -0.320762

BJ -0.016050

表 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

的估计值范围均在 (-1,0)，说明当前一

期信托规模增长较快而使得两因变量

协整关系表达式B(1,1)*BJGDP(-1).+B(1,2).

BJTrust(-1).+B(1,3)的值偏离零，而为负时，

D(BJGDP.) 会更大，即BJGDP-BJGDP(-1).得

到的值更大，地区新增生产总值环比增

长率更大，因而可以说，当期信托业务

的超速扩张，将对地区实际经济发展加

速度有正面的影响，这种表现在上海地

区更为明显，表明在上海地区，实体经

济的扩张从区域内信托业务的活跃开

展获得了更多支持。相反，如果前一期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信托业务规

模的增长速度之比变大，即实体经济的

扩张偏离了均衡情况，协整关系表达式

B(1,1)*BJGDP(-1).+B(1,2).BJTrust(-1).+B(1,3)

的取值为正，那么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这一变化会对当期的生产增长量有负面

的影响，这一作用会使得实体经济的扩

张回到均衡状态，即信托业务的扩张并

未跟上实体经济的扩张，而这将拖累实

体经济在未来的继续扩张，使其回到均

衡状态下的扩张速度。可以说，向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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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正反两方面都

说明了信托业务对于区域内实体经济的

发展是具有支持作用的。

在信托行业急速扩张的几年当中，

国内的实体经济也经历了一段可喜的快

速发展阶段。在同步扩张的表象背后，

规模已超过 9万亿元的信托行业对于

实体经济的这轮发展是否提供了有力支

持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通过

以上检验可以发现，信托行业规模扩张

速度与实体经济总量扩张速度在期间内

（2005 年至 2013 年上半年）是稳步增

长的，且两者的增长趋势是同步的。在

此基础上还可以得出，信托规模扩张速

度超趋势的增长将提升生产总量的扩张

速度，具体表现为信托规模的超速发展

促进了实体经济的扩张；相反，信托规

模扩张速度低于趋势的增长将限制生产

总量的扩张速度，表现为信托规模扩张

放缓以致其对实体经济扩张的支持力度

降低，实体经济增长放缓。至此，假设检

验过程并非说明信托业务的开展是实体

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而是从近几年的

趋势来看，信托业务的超速发展的确为

实体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七、未来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

      实证分析

本文在第六章就信托目前支持的

投资领域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投资领域

已广泛地覆盖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

产、矿产能源、金融市场、艺术品、境外

市场等。同时，中小企业信托计划投资

的经营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细化。并

就各种信托投资领域的交易结构，交

易对手等等诸多方面结合已有的事例

给出了详细的介绍。同时，通过检验信

托业务开展情况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协

同性分析信托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

用，并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Correction.Model）检验判断两

个变量在期间内动态联系的具体情况，

得出：

（1）信托行业规模扩张速度与实体

经济总量扩张速度在期间内（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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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上半年）是稳步增长的，且两

者的增长趋势是同步的。

（2）信托规模扩张速度超趋势的

增长将提升生产总量的扩张速度。

本章将在第六章的基础上探讨未来

信托支持的实体经济领域，分析过程如

下：

首先，简要分析信托行业向新的投

资领域进入的必要性。

其次，通过对信托支持现有实体行

业的特征分析，指出此行业能支撑信托

资金进入的具体影响因素。

最后，对照目前信托行业支撑已有

行业的特点，对照其他行业找出具有一

定社会功能，并且符合信托行业资金进

入的行业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信托行业进入新型投资领

域的必要性

信托通过自身灵活的投资方式和

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市场的

制度红利，在 2012 年年底就一举超越

保险行业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第二大

资产管理机构，在 2013 年上半年，信

托行业继续扩大资产管理规模，截至第

二季度末已经达到了9.45 万亿元⑨，同

比增长70.72%。如此高速的增长是否

意味着信托行业可以在资管的领域内

安然处之了呢？事实上，信托行业的发

展一直处在内外不断的质疑声中，其中

既有行业内部对于自身风险和未来发

展路径等因素的担忧，也有来自其他竞

争行业对于信托业务的简单模仿，从

这个角度看，信托行业快速发展的资产

管理规模并不能简单地掩盖其发展过

程中的不利因素。所以，有必要积极寻

找新的发展投资领域，一方面，使得信

托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为信托未来发展寻找新的着

力点。

1. 制度红利的模仿

 ⑨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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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信托行业在资产

管理量上的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

产管理混业经营的背景下，信托行业具

有的制度红利成为重要的促进因素。在

逐利的本性和政出多门的实际监管条件

下，制度红利成为目前资产管理制度中

最重要的模仿对象，而起因来自信托行

业在过去几年间的快速发展和因此制度

而具备的独有的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和实业市场的能力。

信托公司利用制度红利摆脱了金融

组织中边缘化的角色定位。这种制度红

利来自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所产生

的盈利机会，同时也来自我国从分业经

营到混业经营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盈利

空间。

同时，制度红利的可复制性被广泛

使用。2012 年，各个监管层密集发布法

规文件，对自身系统内的金融组织进行

政策松绑，券商、基金资产管理业务及

保险资管均放宽了相关业务限制，同时

放松了保险公司委托有关金融机构进行

投资的要求，并且具有高度的复制效果，

券商资管规模在2012 年年底已经达到

1.89万亿元。

2. 投资领域的集中

信托行业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

要领域表现出极度的集中，其中房地产

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信托行业的投

融资总额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以2012

年集合信托产品的数据统计来看，房地

产信托产品占信托产品总体数量比例为

16.16%，基础设施占比达到23.15%，二

者合计比例接近40%。并且应该注意到，

由于房地产信托具有很强的政策监管，

因此很大一部分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

事实上是以其他“去房地产信托”的形

式存在，因此实际比例是远远高于真实

数据的。同时，从规模总量上来看，房地

产占总体规模的22.07%，而基础产业的

比例达到 30.25%，总体规模超过募集

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从这两个数据上

可以看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集

合资金信托产品的体量通常都大于其他

信托产品的平均体量；从收益来看，房

地产信托的平均年收益率高达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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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础产业信托的平均年收益率达到

9.25%，均远远高于集合信托产品的平

均年收益率 9.16%，并且这一数值也高

于金融类信托产品的7.75%，接近工商

企业的 9.14%⑩。从这三个指标上我们

可以分析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信托产品

的年收益率对信托公司具有非常强的吸

引力，又由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通

常需要体量较大的资金来支撑，因此具

有较其他信托产品平均规模更大的投融

资要求。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类信托产品较

房地产信托产品具有更加明确的服务民

生的定位，因此受到的政策监管也要少

于房地产市场，因此较房地产市场表现

出更加稳定的趋势。2013年 7月，45家

信托公司共成立 221只固定收益信托

产品，纳入统计的104只产品总规模为

99.82亿元，平均每只产品规模为0.96

亿元，平均募集规模最大的是基础建设

信托，平均募集金额1.68亿元，高出平

均募集规模75% 。

前面从数据的角度对房地产和基

础设施建设的信托产品进行了分析，事

实上，从信托公司实际发展来看，房地

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支持其目前快

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

来自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快速的发展，同

时也来自地方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

（二）信托支持现有实体行业

的特征分析

对于如何理解信托行业未来投资行

业的问题，简单回顾目前信托行业发展

中已经支持的行业特点，从中梳理出规

律性的特征，以此为参照的衡量尺度，

对其他行业进行分析。

前文已经分析目前信托行业的投融

资领域较为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下面就其具体特点进行分

⑩数据来自用益信托网公开数据。

数据来自好买基金网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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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1. 房地产行业

在以房地产为中心的产业链条上，

链接着众多实体经济部门，这些企业伴

随中国房地产业在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

展一同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因此，房

地产一度被提升到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中国经济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

资，并且住房具有社会保障性特征，这些

都保障了房地产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成为房地产市

场利益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条件。德勤

会计师事务所在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未来二十年，中国城镇人口有望从当前

的 6.91亿增至近10 亿。然而，由于房

企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下降，再加上中

国政府自2010 年开始施行货币紧缩政

策，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并不能缓解房地

产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

同时，中国房地产企业资金短缺问

题严重。据称，2012 年报告的中国房企

的平均债务权益比率为0.98，是一般基

准数值0.5的两倍。资金问题对房地产

企业造成多方面影响。处于生死边缘的

小型房企将成为大型房企收购的目标，

许多标志性交易表明龙头房企未来可能

会加速实施战略性举措。

信托公司自身所具备的“多方式运

用、跨市场配置”的灵活经营体制，可以

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信托

财产的配置领域。房地产信托从融资效

率和成本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优势。作

为一种灵活的资金运用方式，信托增加

了房企的融资渠道，从而改善整体现金

流，抵押物的低折价率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信托资金的风险。

因此，从房地产行业的角度来说，

信托行业的灵活性和高效性满足了房地

产行业的高速发展和资金要求，同时也

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信托的发展。

2. 基础设施建设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在政府融资平

台15 万亿元的债务中，有 3万亿元来

自于信托债务，占总债务比例的20%，

而在这 3万亿元的地方信托债务中，大

部分归属于基建类信托。另中国信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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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公开数据显示，2013 年第一季度

投向基建产业类的信托余额 21114.76

亿元，占比达 25.78%，位居信托各类

投向的榜首。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析离不开对于

中国特有政治框架的分析，内在原因就

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者是地方政

府。

首先，作为社会服务性投资，基础

设施是促进当地经济活动发展的前提，

对区域经济的招商引资等商业活动具

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其次，基础设施建

设是关系到当地人们群众的基本民生问

题，也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表现；最后，基

础设施建设可能是最易于察觉的政绩活

动。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国在过去30

年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就。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量的资金介入，

中国地方政府在1994年财政分权之后

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财政收入的上

移，并且这种上移在不断加剧。尽管转移

支付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公共物品供给

方面的区域均衡发展，专款专用的财政要

求限制了地方官员对资金的使用范围。

基础设施发展、官员政绩的迫切要求与资

金面匮乏之间的巨大矛盾迫使地方政府

寻求新的资金来源途径，融资成为一个

重要的手段。由于信托灵活的资金运用

能力，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担

保，省去了银行贷款带来的时效性差等诸

多问题，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促进了基础设

施建设类信托的迅速发展。

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在基础建设

业务上的合作在 2008 年 4万亿元经

济刺激计划时就得到过迅速膨胀，并在

2009年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监管趋严，监

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控制政信合作的增

量业务，重点开展存量业务清理，政信

合作规模持续缩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政信合作余额占比从12.91% 骤降

至4.74%。但从 2012 年上半年开始，政

信信托再度回暖。主要原因来自土地财

政和房地产带动的税费收入的减少。首

先是房地产市场：受土地供应结构和方

式发生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效应继续

显现以及土地价格涨幅收窄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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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由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改

变产业结构，陈旧产业的淘汰带来的税

收锐减和新型产业的培育需求的产业园

区和相关产业的配套建设都使得地方政

府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

3. 特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知，目前信

托行业支持的两个主要的产业表现具

有下述行业特征：

（1）处在行业发展的成长期或是接

近成熟期

产业生命周期是建立在产品生命周

期理论的基础上。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

为每个产业都要经历的一个由成长到衰

退的演变过程，是指从产业出现到完全

退出社会经济活动所经历的时间。一般

分为初创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

衰退阶段四个阶段。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用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产业生命周期

曲线的形态；考察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研究如何根据产业生命周期来制定

相应的产业政策。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行

业的兴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

的关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了原

始的发展过程，伴随1994年财政改革，

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过程

中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大力进行招商引

资，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了

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房地产行业进

入了一个改善居民收入和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双重作用阶段。也就是从这

一阶段起，房地产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并且摆脱了初期

缺乏规模的发展模式，一大批专业的房

地产商业公司快速发展起来，并且推动

房地产市场成为实体行业中最具有影

响力的行业，同时，房地产市场也伴随

城镇化进程从中国沿海的一线城市迅

速拓展到二三线城市，并极大带动了中

国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可以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房地产市场和地方

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进入

到了行业的成熟阶段。正是这种行业的

快速发展，为信托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

量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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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投入和高投资回报率

房地产市场和由地方政府主导的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

就是高投资回报率。房地产和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具有高额资金投入量和长

周期的特点，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高度

密集的行业，投资量少则几百万，多则

上亿元，符合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不

可代替性。同时，整个房地产投资的实

际操作，就是房地产整个开发过程，即

一个投资项目从投入到开发再到使用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投入市场以

后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资金。

这些不利的因素构成了投入到房地

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具有低灵活性

的特征：房地产投资成本高，在短时间

内难以马上完成交易，通常要一个月甚

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投资者一

旦将资金投入房地产买卖中，其资金很

难在短期内变现。在房地产投资和回收

期间，又面临各方面不可控的风险因素，

例如政策因素、银行的利率等的干扰、

股市等很多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多

因素的合力共同决定了房地产行业与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高投入与高回报。

（3）风险可控

房地产市场的兴起是以中国土地一

级市场体制的建立为基础。信托行业介

入房地产行业，通常对抵押物要求较高，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较高的折价率，决

定了信托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后处在一

个系统风险可控的整体局面内，这也就

解释了为什么房地产信托在最近频频出

现个别集合信托产品风险的过程中，而

整个房地产信托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的

原因。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由地方

政府主导，并且在信托资金进入后，地

方政府的信誉成为一种隐性担保措施，

这种担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能力，只要在投资过程中，合理控制地方

政府的债务问题的累积，那么在一定程

度上就可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向的信

托产品的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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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支持新型行业的特

征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指出了未来

信托行业介入新兴行业的必要性，这种

必要性来自于信托横跨货币市场、资本

市场和实业市场的制度红利被其他金融

子机构的简单模仿；也来自与信托目前

的投资领域集中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在其他行业和领域没有形成

新的延拓。同时，我们也通过对信托目

前主要投资领域——房地产和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投资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特性分析，指出什么样的行

业是与信托行业的资金支持相吻合的：

处在行业发展的成长期或是接近成熟

期，高投入和高投资回报率，并且行业自

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风险是可以控制

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具体分析信托支

持新兴行业的可能途径，具体分析过程

如下。

首先，给出行业利润水平和资产总

量，以此为依据，对信托未来进入的行

业进行初步的判定，行业分类标准以国

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为准。

其次，以水务等行业为例，来考量

信托的投融资功能是否可以支持这些行

业的发展。

1. 行业利润水平分析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信托资金介入

的行业对利润水平的要求是不同于其

他金融机构的，高回报的行业才能支撑

起信托的高成本，在前面的实证分析中

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信托目前的投资领

域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其未来发展的空

间，因此，可以先从行业利润的水平入手，

找到利润水平较高的行业；再从中挑选

出符合信托介入的其他条件，例如：处

于行业发展的成熟期，风险可控等，从

而缩小行业的选择范围，为未来信托行

业的发展圈定投融资领域。

在行业分析中，重点放在了统计局

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C大类中

的制造业和D分类中的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一方面是由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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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涉及到大部分实体经济，另一个方

面是信托行业在这两个行业涉足甚少。

结合表 5和表 6，本文选出3个在

行业毛利率指标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医药制造业的毛利率水平具有很大的竞

争力（除烟草制造业），在过去的四年中

毛利率均值达到了30.26%，远远高于

其他制造业。同时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

行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这个行业虽然毛利率水平（过去

的四年中毛利率均值达到了19.87%）低

于医药制造业，但也远远高于其他同类

制造业的毛利率水平。在D——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类中，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领域的毛利率同样

出众，过去的四年中毛利率均值达到了

20.38%，以上三个具体产业的毛利率均

达到或者高于20%，在其所属行业分类

表 5　C 面制造行业具体子行业毛利润水平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前三季度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25333 11.805 11.53 10.95

食品制造业 21.54667 20.38 20.3675 21.5175

饮料制造业 23.04667 21.5125 23.6525 23.57

烟草制品业 74.63 72.67 71.685 70.3175

纺织业 11.51333 11.745 11.3525 10.425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5.71667 15.77 14.9025 14.5525

皮革、毛皮、羽毛 (绒 ) 及其制品业 14.93333 15.055 14.08v 13.2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4.14 14.315 13.5475 13.175

家具制造业 15.83667 15.4525 15.2 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3.21667 13.5225 13.8925 13.072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7.89 18.0425 17.88 17.942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5.78333 15.625 15.1575 14.27

体育用品制造 12.91 13.4175 13 12.67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3.78333 15.605 15.1525 14.7675

医药制造业 29.52 29.4425 31.01 31.0975

化学纤维制造业 7.213333 9.575 8.91 6.79

橡胶制品业 15.04333 13.3175 13.7525 14.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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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D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具体子行业毛利润水平

数据来源：中诚信资讯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前三季度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

8.916667 7.555 8.9975 8.06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18 15.335 15.955 15.157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3.75333 25.33 24.35 23.895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22.87333 22.5075 18.1825 17.9375

备注：本门类包括 13~43 大类。指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了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造，还是手工制做；

也不论产品是批发销售，还是零售，均视为制造。

数据来源：中诚信资讯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前三季度

塑料制品业 13.65 13.5175 13.2925 12.837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筑建材） 15.55333 17.1875 16.17 15.4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876667 6.97 7.105 6.037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99 9.315 9.0025 7.1625

金属制品业 12.73 12.875 12.7975 12.76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185 15.915 15.7375 15.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45 17.4075 17.21 16.32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 17.06333 16.8175 16.9475 15

........铁路运输设备 17.21333 15.27 14.4825 15.4375

........船舶 11.84667 13.2775 12.605 12.242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3.955 13.9475 14.59 14.94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62 9.94 10.0075 9.432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9.385 20.0225 19.9475 20.125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8.236667 8.6275 7.9225 7.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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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且保持一个基本

稳定的利润水平，可以认为该行业发展运

行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此，本文将

对此三个行业，即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领域，进行重点分析。

2. 可探知行业之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领域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领域（简称

水务），水务行业包括从原水、供水、节水、

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的完

整产业链。从业务维度分，可以分为自来

水供应和水处理子行业，其中水处理包

括给水处理和污水处理。由于水关系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水务的重

要性也就不溢言表了。

（1）行业的发展周期

如何评价水务的基本情况，需要考

量水务目前发展的阶段和未来的愿景。

近十年来，我国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呈稳

定的增长态势，2000 年 -2010 年供水

综合生产能力年均增长率仅为0.85%，

这一增长水平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的供水

量（见图17）。

全国年供水总量（亿立方米） 全国年供水总量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         

 图 17 全国供水总量及增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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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领域在 2000 年 -2010

年全国污水排放量逐年增长，其中工

业污水的排放量增长较为缓慢，年均

复合增速 2%，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

长较快，十年复合增速达 5.6%；相应

的，受益于污水排放量的增长和污水

处理率的提高，污水处理行业的收入

增长更快，2001-2011 十年间，每年

的增速都保持在 30% 以上，显示出

良好的成长能力（见图 18）。

“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污水及再

生利用投资计划4300亿元，较“十一五”

增长约 30%。建设投资集中在新建管网

和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方面。

从以上水务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

供水及污水处理是其中主要的细分行业

类别，均具备一定的发展规模，并且从

水务的基础设施投入来看，二者均完成

了行业的初期发展阶段，伴随城镇化进

程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供水，特别是污水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

图 18 污水处理机再生利用收入及增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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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需求量急速增加，进入到行业的

成熟期。具备了信托行业进入的基本行

业发展阶段要求。

（2）高投入和高回报率

水务关系到国计民生，通常由政府

主导来进行，投资量巨大，并且回收周期

较长，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到，水务具有

极高的毛利率，在自来水销售、污水处理、

工程服务和设备销售构成的公司盈利模

式中，其中的最低毛利率也在30%以上，

并且最高的工程服务方面的利润水平高

达60%，在过去的两年中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

同时，从目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

可以看出，水务行业具有稳定的业务收

入和客观的收入回报。城市规模扩张以

及人口增长带动城市供水量的提升，市

政污水处理量每年也保持一定的增长。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水价分为水资源价格

和污水处理费两部分，污水处理费是由

自来水公司代收，企业与地方政府商讨

水价时基本上要保证公司10%的内部收

益率，日后如果成本提升需要调整水价，

可以通过相关法规程序完成。水量的稳

步增长以及稳定的内部收益率是其适合

作为基础资产的两项重要条件。

（3）风险可控

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分析，水务通常

情况下是由地方政府来主导，并且具有

极强的民生工程的背景，因此信托业务

介入水务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的

财政状况。在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稳

增长”的背景下，承担主要基建任务的

地方融资平台纷纷发债融资以解资金之

渴，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背景应该是

介入到水务领域时的重要考量指标（见

图19、20）。

3. 可探知行业之环境监测仪器制

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这个亚门类中包括了很多小的门类，在

其中我们挑选出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

制造这个产业作为研究的对象，理由在

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国外发达

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力度相比，存在很

大的差距。在中国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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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销售 污水处理

2012 2011

工程服务 设备销售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部

污水处理

2012（万元） 2011（万元）

工程服务 设备销售

图 19 上市公司自来水及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图

图 20 上市公司各项业务收入毛利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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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区域的野蛮式发展在极大拉动当地经

济的同时，以高污染为代价，大量重污染

企业进入中国，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缺乏

对排泄废气、废水和废渣的合理处理，

造成中国工业发达区域以生态环境的恶

化为代价。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对

已有污染的治理已经从国家层面被广泛

提出，并且不断加强的行业环境保护标

准和法律保护对企业的治污投入提出了

新的要求，从大的行业环境来看，环境

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的市场已经呈现

出需求增长的态势。

（1）行业发展的阶段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在过去

的几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8年中

国环境监测仪器行业收入为63.11亿元

人民币，而到了2012 年，从1月份至11

月份的短短11个月内，中国环境监测仪

器行业收入就达到了126.16 亿元人民

币。巨大市场需求来自于从政府层面产

生的对于环境的重视。其中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例子就是PM2.5监测，随着国民

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环境的破坏所产生的自然生存环境的

恶化，PM2.5成为一个衡量空气质量，

特别是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国家

已投入4000万元，从美国购置相关仪

器，用于各城市PM2.5监测点的建设。

并且预计“十二五”期间，PM2.5监测投

入估算超过 20 亿元。中国政府对空气

质量的重视，及千亿元大气污染治理经

费的拨出，无疑将催生和带动多个高达

百亿的细分产业组成空气治污产业群。

巨大的市场推动了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的

开发和产业化，并且推动该行业进入快

速发展的阶段，2015 年我国环境监测

仪器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274亿元。从图

21中可以看到，该行业的季度毛利润达

到50%以上。

（2）风险的规避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的开发和产业化

的风险来自于市场的需求，监测设备的

市场需求者最大的一块来自于政府和企

业的自身监测需求，如果这种需求没有

办法保持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那么行

业的风险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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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属于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

组成，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政府，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已经逐渐

摆脱了以经济增长为唯一考核指标的状

态，并且，宜居环境成为民生工程的一个

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政府是有动力购

置环境监测仪器来完成自身所在辖区环

境的监测。

同时，目前PM2.6 及 PM10 的广泛

公开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在环

境监测仪器上进行投入。

从表7中可以看到，全国将共计有

74个城市的496 个国控点位需要加装

与新标准中增加的PM2.5、一氧化碳、

臭氧3个监测指标相对应的自动监测仪

器。如按照每个点位预算100万元，3:1

预留备用机，则第一阶段设备采购的预

算将达6.61亿元。

从政策利好的角度，在“十二五”期

间的政策红利中，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的

开发和产业化被提到日程：先进环保产

业的构建关系到解决危害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将加大技术创

新和集成应用力度。涉及具体领域，以

脱硝在线监测设备为例，根据国家环境

保护“十二五”规划，2015 年氨氮和氮

图 21  机械各行业主流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季度毛利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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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排放总量减排任务最重，但 2011

年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未完成年初目标。

国家环保“十二五规划”大概率会完成，

后续刺激政策继续出台。

政策方面的利好同样会对产业的发

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通

过产业优惠政策的制定来促进行业的发

展，集聚经济的产生将提升行业发展阶

段，提升行业对风险的抵抗能力。

4. 可探知行业之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业

医药产业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发展

前景的国际化高技术产业之一，也是世

界贸易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是一

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医药产

业关系到中国医疗改革，与国家民生工

程密切相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

于中国日益突出的老龄化现状。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医药需求构

成的主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

公告，2009 年年底中国 65岁以上老

年人口已达1.29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

为9.7%，预计 2020 年这一比例会达到

12.8%。我国已经达到老龄化社会，我们

预计老龄化的增速将快于总人口的增速，

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对医药保健的

需求也在提升，老年阶段的医药消费量

约占人一生的 80%以上，因此，老龄化

是驱动医药需求的重要因素，庞大的人

口基数及老龄化趋势是我国医疗保健增

时间 目标

2012 年
按照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细颗粒物（PM2.5）、臭氧（O3）、一氧化碳（CO）
等监测指标，2012 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开展监测（所有国控点位，下同）

2013 年 在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监测

2015 年 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

2016 年1月1日 以上各地均按照新标准监测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逐点实时发布监测结

表 7 实施空气质量标准新方案

资料来源：《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的意见》（环发 [2012]33 号），民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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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刚性需求。

同时，城镇化也是医疗水平需求的

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

提高，随之用于家庭医疗保健的消费也

在增加。城市人均卫生费用约为农村的

3倍，家庭医疗支付能力显著提高是支

撑医药行业高速增长的根本。在城镇化

进程加快的同时，农村依然是我国医药

行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市场。国家加大新

农村医疗建设，保障农村居民医药消费

水平的支出也在提高。

以上各个方面共同构建出医疗行业

发展的实质性需要（见表8）。

（1）行业发展概况

从该行业近几年的毛利润和资产总

量中可以看出，产业资产总量呈现出非

常稳健的增长过程，在2009年 2月，化

学药品制剂制造的资产总量为2237.52

亿元，到2012 年 6月份，这一数额就达

到了4472.92亿元，环比增速均值达到

了5.51%，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同时，从

毛利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2009年 2月

　 销售毛利率 (%) 资产总量 ( 亿元 ) 环比增速 (%)
2009-02 39.94 2,237.52 　

2009-05 37.58 2,502.74 0.118533

2009-08 37.55 2,606.43 0.041431

2009-11 37.74 2,710.06 0.039759

2010-02 39.78 2,759.07 0.018083

2010-05 39.39 3,067.49 0.111785

2010-08 38.31 3,179.01 0.036355

2010-11 38.69 3,344.91 0.052186

2011-03 39.97 3,411.77 0.019989

2011-06 38.63 3,626.81 0.063029

2011-09 37.67 3,847.02 0.060717

2011-12 37 4,017.53 0.044323

2012-03 38.61 4,172.92 0.038678

2012-06 38.71 4,472.92 0.071892

mean 38.54071 　 0.055135

表 8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销售毛利润及资产总量（2009.2-2012.6）

据来源：中诚信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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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利润率为39.94%，在以后的几年中，

该比例一直保持在37%以上，均值为

38.54%。由此可以看出，该行业的发展

一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速，并且利润水

平保持在一个高位，属于高回报行业。

（2）风险可控

从该行业的发展来看，中国医药行

业的风险集中在产业结构上，产品档次

不高、剂型少、技术含量低以及同类产

品恶性竞争，普遍存在市场结构和产品

结构不合理、产品分线效率低的问题。

因此资金进入的方向应该避免产业链低

端的产品，在产业链的高端产品中进行

选择。

同时政策环境支持对于产业的选择

具有非常强的保障，可以选择一些政策

支持的具有保障的产品进行投融资，从

而避免风险。

另外，如前所述，老龄化进程、城镇

化进程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使得医药

数据来源：中诚信资讯             

 图 22 化学制剂总资产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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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信托业未来发展模式探讨》，2010 年中国信托业峰会论文。

 王玉国等：《信托行业需克服创新惰性转型两大经营策略》，《当代金融家》，2013(3)。

类产业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规避，在

此基础上，适当的具体产品的选择可以

保障投资风险的降低。

小结：

事实上，信托能够进入的新兴行业

还有很多。例如，水务作为一项具有高回

报的行业，对比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

信托行业的结合过程，在目前的发展阶段

是可以与信托资金结合，成为未来一个重

要的信托行业的发展突破口。

八、信托支持实体经济所面临的

      挑战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信托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发挥了自身的

积极作用。然而在目前国家经济转型过

程中，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范围、深度

及力度仍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信托自身

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如何更好地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信托面对着内部和外部

的挑战。

（一）内部挑战

当前，我国信托行业整体上仍处于

幼稚期，依靠“垄断租金”支撑发展，部

分信托公司率先具备了成长期的部分特

征，盈利来源中的“禀赋租金”占比相对

较大，但也处于较低水平. 。信托行业正

处于快速成长期。

1. 存在“创新惰性”

观察近年来国内信托公司的业务

结构，可以发现两大特点：一是各家信

托公司的产品同质性较强；二是很多信

托公司仅开展寥寥几个领域的信托业

务，对其他很多可行领域均不感兴趣，

“金融百货公司”的称号有名无实. 。

目前，信托公司创新乏力的具体表

现是：信托业务人员对于业务创新普遍

不感兴趣，不想创新、不愿创新、不敢创新、

不屑创新，此现象谓之曰“创新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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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看，近十年中国经济一

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房地产及其相关

产业火爆异常。因此，信托公司在房地

产、基建等驾轻就熟的传统领域中展业，

一方面优质项目众多，另一方面项目盈

利性较好、安全性也易于把握，业务开

展得红红火火。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托

业务人员放弃自己擅长并且盈利丰厚的

业务不做，却转向那些盈利回报低、风

险隐患大的陌生领域，完全是得不偿失，

属于自寻苦吃、自找麻烦。因此，客观上

无压力，不需要创新。

从从业人员的行为因素看，已经习

惯了传统领域业务的信托人员，即使主

观上存在创新的意愿和冲动，如果真要

开展创新业务的话，也存在各种成本和

诸多风险。

“创新惰性”的存在导致信托支持

实体经济仅限于有限的几个领域，而对

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浅尝辄止，对于

一些重点发展的行业迟迟没有介入，并

未将信托自身独特的制度优势发挥出

来。

2. 研发实力亟待提高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信托公司

设立研发部门正在成为趋势，但系统性

的研发力量并未形成，对于影响行业发

展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尚未形成，研

发人员快速成长的机制尚待建立。

（1）研发力量较为薄弱

信托公司是横跨资本、货币、实业三

大市场的金融机构，由此也决定了信托公

司研究领域的宽泛性及深入性。此外，创

新是信托业的灵魂，而创新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投入研究，就目前的信托公司研发

力量来说，明显较为薄弱。

（2）研发内容过于庞杂，研究深度

很难保证，满足信托行业良性发展的基

础性理论研究匮乏

从信托公司研发部门的研究方向的

广泛性上我们可以看出，涵盖了宏观经

济、中观的信托行业研究、其他行业研究、

行业监管政策变化研究，微观的公司战

略研究、产品创新研究、甚至于业务拓展，

研发部门除基础的研发任务外，还存有

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完成，而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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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员仅区区5人左右的编制，使研究

深度上很难保证。

正是因为信托制度的灵活性，人员

的稀缺性，导致了信托行业良性发展的

基础性理论研究极其匮乏。

（3）研发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

研发力量的壮大来源于高素质人

才、复合型人才的大量加盟，而针对目

前信托公司业务高速发展、业务导向的

阶段来说，研发人员更倾向于通过实实

在在的业绩提升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

对于其他人员来说，在业务和研发的选

择上，受此影响也更为倾向于业务序列。

（4）理论与实务研究存在明显的脱

节现象

目前国内缺少成熟的信托理论体系，

导致了众多的理论研究以弥补信托领域

的信息鸿沟，但对于真正能促进业务实

践发展的原创性研究缺乏。与此同时，

缺乏成熟信托理论体系下的信托研发工

作无处着力，在研究上缺乏系统性。

总体上信托研发工作呈现出一“冷”

一“热”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信托学术研

究热，信托实务研究冷，信托学术界及信

托实务界联系冷，科研成果转化冷，也就

造成了信托行业研究缺乏合力，难以系

统化、规模化，影响到信托研发工作所

产生的效力。

站在目前信托行业管理资产规模达

到9.45万亿元的高点上看，适应信托持

续发展的研究力量仍存在诸多的不足，

在面对国家经济转型，制度红利消失，

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等外部环境巨变的情

况下，信托持续的发展依赖于研发实力

的提升，深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样依

赖于研究深度的加强。

3. 风控等内部体系尚待完善

内部体系的不健全，主要指与信托

业务相配套的风控、系统、后续管理等

的不健全。信托支持实体经济，须不断

完善信托业务内部体系。由于信托业务

结构近几年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信托

公司的内部体系也未采取实质性的优

化措施。信托公司现有的风险管理、系

统配置等普遍延续了之前的以融资类

项目为导向的粗放模式。当面对基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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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创新型业务（投资型产品、资产证

券化等）时，现有的内部体系已经无法

满足该类业务的开展。

4. 成本优势成为关键

一直以来，信托的主要业务集中在

房地产、基础设施及证券领域，导致了

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刚性兑付下的投资

者收益要求呈现刚性，表面上是投资者

认同信托业务集中于高收益率行业，实

质上与信托公司自身独特的特点有关。

灵活的制度优势在现有的体制下演化成

成本劣势，成本的劣势使信托公司难以

进入到大多数的实体经济行业。当然，

该过程与信托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成本优势将成为信托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深入、全面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信托公司的低成

本战略并非虚幻，而是通过扎实工作可

以实现的目标。

（二）外部挑战

内部因素可自我驱动，加以改善，外

部因素则需要监管部门及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

1. 经济环境影响

经济环境对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

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信托自身经营受

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信托所服

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也跟随经济景气波动

而波动，由此也将产生信托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不同的效果。此外，货币政策的

变化也带来不同的融资成本和融资方式，

也将影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2013

年 6月20日的“钱荒”对包括信托公司

在内的金融机构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也

说明了经济环境对服务实体经济影响是

全面的。

2. 金融体制改革

在国家经济积极转型的同时，配套

的金融体制改革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包

括汇率改革、资本项目放开、利率市场化、

离岸人民币等都对信托公司经营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到信托公司的经营实力，继

而反馈到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上。不管

金融体制如何改革，总体方向是增强金

融机构整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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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但对于具体的金融机构而言

面临着调整与选择的问题，适应市场的

金融机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

3. 社会对信托认知不足

经过近 3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

2001年信托法颁布以来，信托行业进入

法制化发展轨道，目前的“一法三规”构

成了信托经营的基本规则。虽然信托资

产管理规模已达到9.45万亿元，但不可

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对信托的认识存

在明显的不足，对信托行业仍存在较大

的误解。信托独特的制度优势的认识仍

需要强化，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仍

需要宣传。信托进入新的行业，也需要

企业加强对信托功能的认识，切实从业

务实践中体会到信托的作用，从而从行

为动机上主动选择信托作为重要的融资

渠道和金融服务提供者。

4. 相关配套措施有待改进

目前“一法三规”构建了信托经营

的整体监管框架，但在实践中由于信托

法规定的缺失，导致在执行各项规定中

没有明确的标准。以净资本管理办法为

例，信托法并未明确区分商事信托、民事

信托，在净资本计提中按照投融资以及

投向分别计提风险资本，但由于资金信

托与事务类信托存在的差异，必然反映

在风险资本计提以及对信托公司经营发

展上。由于法律层面的不清晰，导致了实

践上的争议。

又因为信托法制定的宽泛性，在对

信托法的采用上，基本上理解为法无禁

止即为可行的原则，大量的各类业务层

出不穷，但在法理上难以寻找到契合的

依据，而同样在法律并未规定的范围内，

监管层对于各项业务也只能采取叫停的

方式，并无法对上述行为进行处罚。这

也表明了目前由于信托法不完备下的监

管困境和信托业务经营的多变性。

因此，信托法的相关配套及其他配

套措施也会影响到信托支持实体经济的

发展。

5. 顶层设计下的公平竞争环境

“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预示

着信托制度普惠化、信托行业竞争加剧。

虽然，目前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类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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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刚刚起步。然而，从制度层面看，

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开展的资产管理

业务模式和范围不仅克隆了信托公司集

合资金信托业务和单一资金信托业务，

而且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超前布局，

大胆创新，在产品的流动性设计、交易

平台设计、子公司设立、盈利结构以及开

展异地业务等诸方面都后来居上，在体

制创新和制度安排以及政策支持等方

面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必将对信托

公司的传统业务领域和市场份额形成

巨大的竞争压力，进而产生极为深刻的

影响。

6. 投资者

信托隐形的“刚性兑付”条款，使得

投资者对信托缺乏足够的认识，不具备

其他金融机构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

在购买信托时，投资者考虑的是产品的

期限和收益，忽视了产品的风险。投资者

这种短期逐利的非理性冲动与企业长期

融资需求相矛盾，不利于信托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

九、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国

家必须坚持的政策主线。信托业近年来

的飞速发展，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但是，信托的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却没

有因信托业的快速发展而相应完善，限

制了信托创新，影响了信托业的健康、稳

定发展。

（一）法律制度完善

2001年我国《信托法》的颁布，标

志着中国信托业开始步入法制的轨道。

2007年之后，中国银监会先后修订颁布

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和《信托公

司净资本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

出台了银信合作、房地产信托、证券投

资、平台融资等业务的监管文件，逐步构

建起我国信托法制的基本框架和监管制

度。我国颁布的《信托法》，只是信托立

法的开始，12 年的法律实践，已逐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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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信托立法的滞后，需要针对实践中

发现及理论上应当完善的信托法律制度

问题进一步立法予以规范。

1. 信托法律环境

从立法层级来看，当前用于规范信

托制度的法律主要为《信托法》与《证

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自实施以来，

从未进行修改，也未制定相应的配套法

律或行政法规，且无论从国家法律制度

建设，还是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来看，

信托业一直未被纳入国家金融支柱行业，

充当着“坏孩子”角色。而《证券投资基

金法》晚于《信托法》颁布，但随着市场

变化，则进行了相应修订，立法更趋完善。

信托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在法律层面

上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信托

制度却被其他法律或机构直接或间接地

运用。信托公司近年来的业务实践和立

法实践，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保险资金基础设施投资、证

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投资基金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商业银行个人理

财业务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信托

产品或类信托产品的法律制度、产品设

计、监管思路等核心元素均借鉴或来源

于信托制度。此外，信托制度也被广泛

应用于社保基金、公益事业、国有资产管

理等诸多方面。

从信托的广泛性来看，信托制度适

用领域广、适用主体广、适用的未来空

间广，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均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是信托的法律环境却不

能与之匹配。信托立法落后于实践，信

托配套制度不能与时俱进，大大降低了

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创新性，限制了信托

功能的发挥，影响了信托行业的发展。

2. 信托法律的完善

信托制度被广泛运用的实践告诉

我们，该制度灵活性和普遍适用性的特

点，有必要将信托制度进行规范、有效

的利用。因此，进一步完善信托立法，制

定出能够有效监督各类机构信托行为的

法律及配套制度已刻不容缓。

首先，制定统一的信托行为法或者

信托业法；对所有信托主体的信托行为

进行统一规范，区别对待经营性和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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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信托行为，加强经营性信托行为的

管理，明确信托当事人权责，制定特别

信托的法律规范等等。

其次，在形成统一信托立法的基础

上，完善配套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作为

信托立法的具体实施细则，在符合信托

大法的前提下，将进一步规范各种民事

信托行为，针对信托运用领域的不同，

制定该领域信托的具体运用，比如社会

养老的信托模式、国有资产的信托托管

等等。

再次，为适应信托不断创新的立法

需求，逐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予以规

范各信托主体的信托行为，以满足适当

性的信托监管。在信托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基础上，通过部门规章进一步对创新

领域及法律法规未明确的事项予以详细

规范。

最后，进一步明确信托纠纷的司法

救济手段。近年来，信托纠纷频出，司

法救济不仅涉及信托受益人如何在权

益受损时通过司法方式主张权益，也涉

及信托受托人在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司

法空白和法律风险。法律的粗放规定、

司法实践的不足，以及缺少较为详细的

司法指导，都不利于信托各方当事人的

司法救济。

3. 信托制度的完善

信托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但至今相应的配套制度一直未予完善，

如信托财产的转移制度、信托财产制度、

信托登记制度、信托税收制度、公益信

托制度、受益权流转制度等等。而且，信

托制度在社会公益、养老保障、国有资

产受托管理等对社会有价值的领域也未

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从以下

主要方面完善信托制度。

（1）信托财产制度。理论上凡是法

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流通或限制流通但

经批准的财产均可作为信托财产；实践

中，信托财产有资金、实物财产、财产权、

收益权等；但是，现实操作中存在大量

财产权益交易的问题，因信托财产转移

制度的不完善，且财产权益在法律上的

属性未能得到明确确认，信托交易因此

而产生了不确定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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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托财产转移制度。现实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信托财产转移如何操作，

而实践转移则面临税收、交易成本、过

户登记等问题，法律也不承认信托文件

是信托转移财产的合法性依据。信托财

产转移制度的完善有利于降低信托交易

成本，减少未转移的风险。

（3）信托登记制度。《信托法》规

定了信托登记制度，但一直没有相应的

实施办法出台。新一届政府明确了规范

登记制度的时间表，希望能将信托所涉

及的相关登记予以完善、规范。

（4）信托税收制度。长期以来，就

信托当事人的税收制度，以及信托财产

交易的税收制度都没有明确规范，影响

了信托公司金融创新发展及信托制度的

灵活运用。因此，应当结合信托制度的

自身特点，赋予信托较为宽松的税收制

度。

（5）特别信托制度。针对公益信托、

国有资产管理、社会养老保障等特别领

域，制定相应的特别信托制度予以规范，

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优越性。

（6）受益权流转制度。信托制度的

广泛运用急需一个健康、规范的交易市

场，以促进信托产品的流转交易，做大

信托市场；积极推动信托产品上市流转，

以及信托权益的资产证券化操作等。

4. 信托法与相关法律及规章配套

问题

（1）《信托法》与《公司法》、《合同法》

及《合伙企业法》的衔接问题

信托法运行十余年未经修法，但与

信托业务发生具备密切关系的《公司法》

1993年颁布，目前已经过三次修订，《合

伙企业法》1997年颁布，2006年修订，

《合同法》1999 年颁布，已出台多个司

法解释，在缺乏信托法司法解释的情况

下，《信托法》与《公司法》、《合同法》及《合

伙企业法》等关系到信托日常经营上的

衔接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信托业的发展。

（2）《信托法》实施与工商、民政、

财政、住建等部委规章配套问题

针对信托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银监会与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做了大

量的工作，但在一些涉及具体操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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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托法与相关部委规章不配套，产

生了大量的困难。如目前大量存在的信

托有限合伙基金产品，就存在着由于优

先合伙基金不被房管部门认定为合格主

体，不能办理相关抵押手续的困境。此外，

在其他业务开展过程中，也大量存在由

于作为最高层面的《信托法》没有进行

相关的规范，以及与相关法律的配套的

存在，引发了大量的实践性难题，无法通

过制度层面进行解决，被动地采用适应

性的方法来开展各项业务，也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风险发生时，信托公司处于

不利的地位。

（二）监管政策

1. 信托监管环境

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

的力度不断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

创新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展，我国金融

业已经突破了分业经营的底线，混业经

营模式开始逐步取代分业经营模式。

目前，经营性信托业务已经突破了

信托公司的主体限制，各类金融机构争

相进入信托业。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和信托公司从事的理财业务，从信托财

产独立性、信托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

分离、信托财产分别管理的原则看，其

本质都是利用了信托原理，但却不受《信

托法》的规范，且监管待遇也存在较大

差异，各类机构难免陷入业务操作的监

管困境。监管法规不同造成竞争不平等，

除信托公司明确受《信托法》约束并直

接受银监会监管之外，其他各类机构均

刻意回避或模糊其理财业务属于信托范

畴的实质，进而导致是否适用《信托法》

模糊不清；各监管机构都针对信托业

务出台不同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监管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如合格投资

者标准、产品发行、业务限制、权益流

转等方面差异较大，造成各类金融机

构竞争条件事实上的不平等。当前制

约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已不

单纯是微观层面上的经营问题，而是

宏观层面上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律制

度问题。

目前在行业规划、制度建设、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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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管理、市场协调等方面还显

不足，这些因素将对信托业未来发展产

生实质性影响。

2. 信托监管的完善方向

当前，分业监管的环境造成信托公

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机构之间冲突

不断，相互恶意竞争，忽略了“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的金融服务宗旨。因此，当务

之急应建立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秩序，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信托业监管环境，以

实现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从主

体监管向行为监管转变和从合规监管向

风险监管转变的监管体制；提升监管效

率，以适应信托创新发展需求；提高风

险监管水平，督促信托行业整体抗风险

能力的提升。

总之，信托应当在全面、深刻理解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实

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完善

信托法律制度，规范信托行为；提高金

融服务水平，适应不同类型实体经济发

展；加大创新力度，提升金融创新与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匹配性；统一信托监

管，建立公平、诚信的信托市场。通过立

法和监管的完善，让信托制度成为中国

经济健康发展的真正助推剂。

（三）加大投资者教育

2012年，中国信托业协会积极开展

投资者教育，并与东方财富网开展了以“认

知信托，成就财富”为主题的投资者教育

系列活动，并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习惯联合

调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未来仍需加大

对投资者的教育力度，通过多种层次、多

种手段、多种途径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

活动，加大企业及投资者对信托的认识。

通过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促使企业及

投资者主动参与信托活动，了解信托。在

此过程中，新闻媒体的介入非常关键，信

托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过多的诟病，未

来需加强信托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将信

托行业正面积极的形象展示给社会公众。

具体方法上可以采用信托专业讲座等多

种方式开展媒体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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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信托公司能力

1. 人才培养，构建多层次教育

人才是信托行业发展的关键，也是

金融创新的基础，加大对信托人才的培

养力度也是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

础。信托本身是多元化的交叉性学科，

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懂得实

体经济运行，了解金融发展规律的复合

型人才，目前尚缺乏基础的信托本科教

育，使信托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薄弱。

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即将

开设信托本科教育，为信托人才建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需要更进一步，

开展高层次的信托研究生教育，包括硕

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同时大力开展

信托职业教育，广纳贤才，为信托未来

的发展及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贡献自身的力量。

2. 以研发为基础的综合金融服务

能力

研发实力的强弱是决定信托公司进

入新的业务领域的关键所在，研究的越

为深入，进入的方向及途径越清晰，风

险把握上越有力，因此未来信托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需要强大的信托研发实力为

基础。与此同时，金融综合经营的开始，

实体经济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信

托培育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需要

信托发挥跨市场、多工具的复合式运用，

并根据企业不同的阶段提供不同的产品

和服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解决方

案。

3. 成本优势

如前所述，成本优势是信托服务实

体经济的关键。目前由于投资端的刚性

兑付导致信托成本高企，倒逼信托公司

仅能选择具备高利润率高投入的行业作

为首选行业，在目前的阶段，特别是利率

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信托公司可以

找到相应的行业，并能继续获得快速的

发展。然而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深度和广度，这也是信托发展的基础，

大量低毛利率的行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发

展，需要信托公司培育成本优势，能够以

合适的成本为上述行业提供金融服务，

并通过产业链、国际化、离岸人民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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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挖潜改造，技术革新等多种手段实现

自身的成本优势。

总之，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备

明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所有能力的培

育和理念的更新，都需要从业者着手去

做，可以预见的是，通过信托人的不懈努

力，信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必将呈现规

模化、集成化和系列化，在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丰硕的回报，

也将信托公司自身转型清晰化、逻辑化。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肖、邵伏军等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2] 周小明：《2012 年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2013-2-17，中国信托业协会官网。

[3] 陈赤：《“附信托企业债”——信托业务创新的一个设想（上篇）》，内部报告，2013 年。

[4] 郑智：《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 (2013)》，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中国经济出版社。

[5] 金立新：《信托服务实体经济：“伪命题”下的结构性选择》，金融时报，2013-7-1。

[6] 陈建超：《信托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阶段性特点》，金融时报，2013-7-15。

[7] 陈建超：《资产管理制度顶层设计亟须破题》，金融时报，2013-3-25。

[8] 陈建超：《利率市场化与信托公司转型》，金融时报，2013-8-28。

[9]《中铁信托研发月报 (5月号)》，内部报告，2013-6-26。

[10]《中铁信托研发月报 (6月号)》，内部报告，2013-7-26。

[11]《中铁信托研发月报 (7月号)》，内部报告，2013-8-26。

[12]《金融信息参考（第一季）》，博士后内部刊物，2013-4-18。

[13]《金融信息参考（第二季）》，博士后内部刊物，2013-6-28。

[14] 陈建超等：《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研究》，信托业协会课题，2012 年。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628

[15] 陈建超：《谈信托行业研发体系的完善》，信托法10年征文，2011年。

[16] 朱晓林、陈建超：《中国水务市场研究》，内部报告，2013 年。

[17]《关于信托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内部报告，2013 年。

[18] 陈恪：《券商、基金资管业务与信托公司的协同效应分析》，内部报告，2013 年。

[19] 朱晓林：《信托公司成本优化路径分析》，内部报告，2013 年。.

[20] 朱晓林：《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信托公司的影响分析》，内部报告，2013 年。

[21] 贾丽杰：《当信托邂逅产业投资基金》，内部报告，2013 年。

[22] 徐平国、袁伦渠：《中小企业就业质量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0 年 5月。

[23]Adda,J..and.Cooper,.R.(2003).Dynamic.Economics-Quantitative.Methods.and.Applications..

MIT.Press.

[24].Banerjee,.Anindya.and.Dolado,.Juan.J.(1993).Co-integration,.Error.Correction,.and.the.

Econometric.Analysis.of.Non-Stationary.Data..Oxford.University.Press.

[25]中诚信资讯。

[26]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拾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研究

629

拾
课题牵头单位：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课题组成员：

李				荻						周				颖						李				宁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卢晓亮						宋				军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研究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630



拾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研究

631

摘  要

信托产品流动性缺失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问题。造成信托产品流动性缺失原

因有三：首先，信托产品的非标准化 ,从信息披露、产品评级到产品定价等方面均无统

一标准；其次，相关法规限制及配套制度的缺失；最后，流通转让市场的缺失。基于以

上现状及问题，本文从推动信托产品流动性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改善信托产品市场流

动性的可行性措施和建议。具体而言，从产品自身方面，为适应流动性的需要，首先应

实现信托产品自身的标准化，包括合同文本标准化、信息披露标准化及产品评级定价

程序化；从制度建设层面，应修缮当前“一法两规”中对产品流动的限制性条款，制定

更为具体的信托产品转让管理制度；在信托产品市场建立层面，建议在借鉴中国两大

交易市场的优势基础上，完善转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产品专属交易平台。未

来的产品转让平台应分场内及场外两个市场体系，场内市场标准要求高，摩擦成本高，

适合有大规模融资、流通需求的产品进行发行及转让；而对标准化程度较低，融资、流

通规模需求小的产品，更适合场外交易市场，通过引入做市商制度提升市场产品的流

动性。

关键词：信托产品 流动性 交易市场 做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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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信托产品流动性研究

      定位及意义

（一）信托定义与产品流动性需求

分类

1. 信托内涵及产品分类

现代信托起源于 800 多年前的英

国，人们采用信托制度规避财产转移

方面的法律限制，是自然人之间建立

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财产处分手

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托制度的

合法化，以盈利为目的的信托开始蓬

勃发展。

虽然信托制度已在诸多国家广泛普

及，但目前，尚没有对“信托”形成统一定

义，在世界范围内，认可度较高的为《海

牙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

中对信托含义的界定。根据此公约，信托

被界定为:“当财产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

了特定目的而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之下时，

‘信托’这一术语系指财产授予人设定的

在其生前或身后发生效力的法律关系。”

并指出信托应具有下列特点：1）该项财

产为独立的资金，而不是受托人自己财产

的一部分；2）以受托人名义或以代表受

托人的另一个人的名义握有信托财产；3）

受托人有根据信托的条件和法律所加于

他的特殊职责，管理、使用或处分财产的

权力和应尽的义务。另外，财产授予人保

留某些权利和权力以及受托人本身享有

作为受益人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一定与

信托的存在相矛盾。

同时，由于标准不同，信托可有多种

分类方式。其中，根据信托是否作为营

利的手段，可将其划分为民事信托及商

事信托；根据委托财产的性质，又可分为

资金信托及非资金信托。

根据前述定义及分类方式，目前中

国信托市场上的产品基本属于在信托机

制下设立的商事信托，具体而言，为具有

金融属性的资金信托。从金融属性角度

分析，中国信托产品具有流动性需求的

一般特征。

结合中国信托产品市场现状及未来

发展趋势，考虑到体系的完整性，本文

在表述产品流动性时，将信托产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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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金信托及非资金信托两类进行表

述。

2. 信托产品流动性属性分析

（1）资金信托

从受益人数量区分，资金信托可分

为单一资金信托及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考虑到流动性需求的迫切性，当前，

集合类资金信托具有更大的转让需求。

鉴于此类信托受益人不唯一，信托

计划的退出或终止是受益人大会的统一

行为。因此，当个别受益人欲提前退出时，

只能对其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这要求

此类产品具备一定的流通属性。

但因相关法律规范及配套制度的

缺失，非标准化的集合类资金信托还难

以形成流通市场。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市

场将同类信托计划捆绑，进行基金化处

理。基金化信托拥有开放式管理的资金

池，通过资金池与资产池对接，实现从“点

状”式的单项映射到“网状”式的多对多

映射转化，为信托产品转让注入了流动

性。如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就解决

了传统房地产信托缺乏流动性的问题。

（2）非资金信托

非资金信托与资金信托相对，并可

根据信托财产属性划分为动产、不动产

及知识产权。相比资金类信托，非资金

信托流动性要求更多是为实现风险转移

提供条件。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对信托

财产进行证券化处理。根据财产性质，

进一步可划分成动产证券化、不动产证

券化及知识产权证券化等。

动产证券化通过运用特殊目的载体

（SPV）将未来可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如

房贷、信用卡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实现

风险隔离和风险评级后，再对资产进行

重组，实行小额化、单位化处理，利用交

易所向投资者进行销售以及后续转让。

而不动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更多为房产、

土地，未来现金来源为资产升值及租金

带来的收益。

非资金信托产品形式有助于信托产

品向专业化、标准化发展，盘活存量资产，

增加流动性。信托产品通过证券化形式

展现，实现了标准化、小额化，有利于降

低转让成本和认购门槛。信息披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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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得到标准化后，将大大降低信息

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产生。同时，场内

上市的产品均由专业独立第三方机构进

行风险评级，实行统一定价标准保证市

场价格公允，以此形成稳定的交易转让

市场。

（二）中国信托产品市场流动

性现状

当前，信托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的

交易转让市场，虽然信托公司、投资人

对产品转让需求迫切，但由于制度障碍

及市场缺失，信托产品的转让还仅限于

公司内部的撮合，没有交易共享的转让

平台。

同时，目前地方产权交易所，如北

交所、陆交所着力推进信托产品的流通转

让，但由于目前信托产品难以做到标准化，

市场规模及流动效率受到严重限制。在此

条件下，市场难以发挥应有的融通作用。

此外，信托产品流通转让的配套制度仍未

建立，致使即使有形式上的流通市场，因

制度上的缺陷，可能带来法律风险的产生。

（三）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意义

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取得蓬勃发展，

重要原因在于其交易转让市场的建立，

带动了交易规模和效率的提升。而信托

行业目前主要还是拘泥于初次发行，相

比股票、债券、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

等金融产品，信托产品不具备与其同等

条件的流通性环境。仅依靠一级市场的

交易明显不能满足信托业发展的需要，

也不匹配目前行业存续产品转让需求。

未来，若不能建立起有效的信托产品二

级市场来弥补流通机制的不完善，则必

然会反过来制约一级市场的发展，最终

阻碍信托业的长期发展。

1. 提升流动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从融资方角度来说，产品流动性的

提高可有效降低融资条件和成本。流动

性增强，可有效缓释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降低转让人对流动性风险的补偿，由此

间接传导至项目融资方，为融资方获得

更低的融资成本提供条件。作为直接融

资市场及利率市场化的坚定实践者，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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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信托更好为实体经

济服务，发挥好“实业投行”的作用。

2. 提升流动性可倒逼信息披露制

度建立并有助于投资风险的转移

针对流动性的提升，建立规范的产

品转让市场是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场内

的信托产品将在信息披露、评级制度甚

至后期管理均需遵从统一的制度标准。

从信托公司的角度，满足这一系列的准

入条件，实际上实现了信托产品的标准

化过程，摆脱了类标准化的传统形象。

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转让机制赋予其

更多管理自有信托受益权的权利，从被

动等待信托到期到主动投资管理，有利

于培养更为成熟的投资者。与此同时，产

品的风险通过交易在买卖双方之间流动，

实现了风险转移，扩大了市场参与人群

的范围（投资者及投机者）。

3. 提升流动性使信托公司在大资

管格局中处于公平竞争地位

2012年第三季度，证券、保险、银行、

基金等各金融子行业相继放开资管业务

资格。在未来竞争格局中，流动性提升是

确保信托公司能在这一大资管时代中处

于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

在当前流通交易的市场格局中，除

信托外，各分支机构都已建立或将建立

其流通市场。特别是券商集合资管计划

及基金客户特定资管，于2013年出现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的交易

平台，为后续的资管计划提供了协议转

让的新模式。保险资管虽然尚未形成统

一的交易市场，但监管部门已同意筹建

保险资产管理协会，由其负责实施产品

注册登记；指定一家或多家保险交易场

所；组建集中统一的登记结算机构，实

施电子化交易的多个提案。随着天津金

融资产交易所的推进，保险资管也将迎

来自己的市场。

相比之下，信托产品，目前仍没有交

易平台来实现受益权转让，由此可能造

成行业系统聚集及刚性兑付等一系列问

题的产生。从这点看，相较于交易所市场、

银行间市场，以及即将推进的保险交易

市场，信托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已远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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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他市场，削弱了信托产品参与市场

公平竞争的能力。

二、中国信托产品流动性缺失原因

      分析

（一）金融产品流动性产生条件

1. 金融产品流动性界定

《路透金融词典》中对于流动性的

定义为：“流动性泛指将资产变现的容

易程度。高流动性的资产有一个活跃的

市场，有足够的买家与卖家可以消化对

该资产的需求与供应，资产的价格不会

轻易因供需的变动而出现扭曲，这样的

市场称为具有深度的市场。资产的流动

性若不足，急需变现时往往需要以较大

的折扣卖出。此词亦泛指流动资金。”流

动性主要取决于产品的交易成本、价格、

交易时间。

传统的定义认为：资产的流动性指

的是某一种特定的产品能够以较低的交

易成本、合理的价格水平、较短的交易

时间和较小的价格波动进行流动的能

力。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

的定义，如果市场符合以下条件，就可以

认为市场是有流动性的：

第一，在任何时候，对于一个想立

即买卖的投资者，都有一个买卖价格，且

不受市场管理者干预的影响；

第二，“卖家”和“买价”的价差总

是很小的；

第三，在没有特殊信息的情况下，投

资者可以在平均的意义上以一个可预期

的接近当前价格的价格完成大量交易；

第四，投资者可以在支付一定折溢

价的情况下立即完成大量交易，折溢价

的程度与交易量成正比。

2. 交易机制决定了金融产品流动性

（1）标准化交易产品

对于金融产品而言，产品标准化指

具有国家认可的统一标准化合约（如标

的物、交易价格规则、交易时间、资产特

征和交易方式等），有专门部门监管和发

行的金融产品。此类标准化产品多数为

场内交易产品，如证券、债券及期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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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

当前大部分信托产品均可视为固

定收益产品，因此这里以债券为例，介

绍信托产品标准化所需的两个重要维

度——信息披露标准、评级标准。

①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债券信息披露形成了以

企业债券、交易所市场债券和银行间债

券为主的三套体系完整的基本制度。

2004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

作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布建立了企

业债券的信息披露制度；2011年 7月

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

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企业债存续期间

的持续披露进行了规定。信息披露的目

的是为了向投资人披露发行人及担保

人的重大信息，以便于投资人及时作出

投资或避险抉择。企业债发行人应当在

债券发行首日的 3日前通过媒体公告

企业债券发行公告或债券募集说明书。

对于定期披露，《通知》要求发行人在

债券存续期间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

之日起 4个月内向国家发改委及省级

发改委报送发行人、担保人经审计的

年度财务报告，并公开披露，并要求要

对存续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披露。

此外，对于信用评级，《通知》要求发

行人委托原信用评级机构至少每年进

行一次跟踪评级，并与跟踪评级结果

出具后的十五日内将评级结果报国家

发改委及省级发改委，并公开披露。

2009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对交易所市场的债券进

行了规定。根据规则，上市期间的债券

应在《证券法》规定的期间内，向交易所

公布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

披露内容要不只包括发行人财务状况，

还包括还本付息情况、债券追踪评级等

内容。对于发生可能导致债券信用评级

发生重点变化、对债券按期偿付产生任

何影响等的时间或者存在相关的市场传

言，发行人应当在第一时间向交易所提

交临时报告。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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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其及时跟踪发行人的债券资信情况，

并及时调整信用等级并向市场公布。交

易所会对定期报告实行事后审查，但对

临时报告实行事前审查。发行则需在报

告披露前向交易所提供电子方式的报告，

并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交易

所网站上予以公告。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 [2008] 第1号）及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08 年

发布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并于2012

年进行了修订。根据新修订的规则，银

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凡对

企业偿债能力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企业

及相关当事人均应在银行间市场披露。

对于首次披露的发行文件，既包括发行

人出具的发行公告和募集说明书，也包

括中介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信息、法律

意见书和对企业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和最

近一期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对于存续

期内的披露，规则要求发行人持续披露

年报、半年报和季报。此外，还需要对重

大事件进行披露，重大事件包括：企业本

身发行变化、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变化、

企业资产或负债发生变化等5类事件。

此外，在本、息兑付日未足额收到兑付资

金的，还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交易商协

会报告，在每个交易日还需披露单一投

资者持有数量超过未偿付存量30%的

投资者名单和持有比例。企业需采用电

子形式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公布

披露文件。

②评级标准

对信用评级，根据安博尔·中诚信

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其内涵大致包括三

方面。

首先，信用评级的根本目的在于揭

示受评对象违约风险的大小，而不是其

他类型的投资风险，如利率风险、通货

膨胀风险、再投资风险及外汇风险等。

其次，信用评级所评价的目标是经

济主体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债务或其他

义务的能力和意愿，而不是企业本身的

价值或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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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信用评级是独立的第三方利

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

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所

发表的一种专家意见，它不能代替资本

市场投资者本身作出投资选择。

信用评级根据评级对象可分为企业

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

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四类，标准化合约

中所指的信用评级指的主要是证券信用

评级，包括长期债券、短期融资券、优先

股、基金以及各种商业票据等的信用评级，

其中主要的是债券信用评级。根据我国

规定，企业发行债券要向认可的债券评

信机构申请信用评级。

同样以债券评级为例，债券信用评

级是以企业或经济主体发行的有价债券

为对象进行的信用评级。大多是企业债

券信用评级，是对债券按期还本付息的

可靠程度进行的评估，并表示其信用程

度的等级，这种评级为债券的市场流通

转让活动提供了信息服务。由于投资者

购买债券需要承担信用风险，即发行者

到期无法偿还本息的风险，尤其是对于

中小投资者来说，他们受到信息、知识

等的限制，无法对众多债券作出分析，因

此更需要借助专业机构的评估，利用债

券信用评级方便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

另外，债券信用评级的高低也会影响到

债券的出售利率。一般来说，资信等级

越高的债券越容易得到投资者的信任，

能以较低利率出售。

（2）被市场认可的定价机制

为了金融产品的有效流通，其需要

有完善的定价机制，并结合市场供需关

系，形成产品的交易价格。继续以债券为

例，债券的定价模型已经被市场广泛接

受，实际交易价格可能会受到市场交易

意愿、代偿期、供求关系、政治因素等的

影响而产生折溢价现象，但定价模型依

旧作为债券价格的指导基准。

债券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债券的

票面价值、债务人与债权人、债券价格、

还本期限、息票利率（即票面利率）和每

年付息次数。在计算理论债券价格时，

还要满足债券的两个定价假设条件：第

一，债券完全能够按期支付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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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时期的利息收入能够找到与

其收益率一样的资产进行再投资。

在以上条件下，债券的定价公式为

其中，P0 为债券的理论价格；N为

到期前付息次数；C为付息时收到的利

息；M为债券面值；r为各期贴现率，这

个变量是根据市场利率、债券信用等级

等因素确定的。

（3）报价方式

各国的金融产品市场，包括证券、债

券、期货等市场都建立了符合自身需求

的交易制度，如做市商制度和竞价制度

等。因为交易制度的标准化将影响交易

成本，进而影响交易产品的流动性。目前，

欧美市场主要采用做市商制度，同时引

入竞价制度，形成混合交易制度，亚洲

等新兴市场则以竞价制度为主。我国证

券市场也是以竞价制度进行交易的。

证券做市商制度又称报价驱动交易

制度，指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证券

经营法人作为特许交易商，在交易系统

中履行义务并提供报价，在该价位上接

受公共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自有资金

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做市商在满

足投资者需求的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来

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做市商制度的优势

在于通过持续报价既能够使得原本不

活跃的市场保持流动性，又能够保持价

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抑制交易

者的价格操纵行为。

竞价制度又称为指令驱动交易制度，

指开始价格由集合竞价形成，随后，交

易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

成交。竞价交易制度的优势在于市场交

易信息公开，交易机制公平，监管公正，

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制止市场操作行为。

但竞价交易制度对流动性要求较高，如

果产品流动性不足，则会出现没有报价

的情况，则竞价交易的有效性将会受到

影响。

混合交易制度又称为混合型做市商

制度，是在传统的做市商制度中引入竞

价交易制度。由于传统做市商制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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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缺陷，做市商能够利用自身做市

的优势侵害其他投资者的权益，因此建

立混合交易制度代表了市场发展的一种

趋势，可以减轻做市商制度的弊端。

3. 交易市场提供了金融产品流动

性载体

在发达金融市场体系中，包括贷款

在内的绝大多数金融产品都具备不同程

度的流动性条件，如任何金融产品都有

其发行市场（一级市场)作价值询估；有

流通转让市场（二级市场）实现金融产

品后续的转让融通；此外，还有衍生品

市场（三级市场），通过产品组合、复制，

实现流动性风险缓释与对冲。

中国较美国而言，其货币的流动性

不够、流动效率不够。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还不够，缺

乏可供交易的平台。据中国银监会统计，

截至 2013 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

的资产规模已经突破140万亿元，信托

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8.7 万亿

元。与此同时，随着泛资产管理行业的

发展，保险、券商、基金等其他几大金融

子行业的资产规模近年来也迅速增长。

这些金融资产中，不仅有高流动性和标

准化的债券、股票、证券基金等产品，还

有大量具有可交易属性但缺乏公开交易

平台支撑的金融资产。由于交易平台的

缺乏，这些金融资产大部分缺乏流动性

和流动性制度安排，金融市场的低效运

行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阻碍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

目前，虽然各地的交易所等搭建了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服务平台、不良

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平台、地方商业银行

股权交易服务平台、信贷资产交易服务

平台、债权投资交易服务平台、信托产品

交易服务平台、私募股权交易服务平台、

保险资产交易服务平台、黄金交易服务

平台等多种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但是众

多交易平台在标准化、信息披露、风控

条件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脱离客

户的需求，交易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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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信托产品流动性缺

失问题诊断

信托产品的流通，其实际是信托受

益权的流通。目前，国内信托受益权并没

有流通平台，受益权的转移通过信托受

益权转让、赠与、质押与继承等方式实现。

信托受益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其

取得也需基于一定的法律原因。《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受益人自信

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信托文

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如信

托文件无另行规定，受益人因信托的生

效即享有受益权，信托一经生效，受益

权即随之发生。原则上必须以信托文件

规定的受益人为受益人，但根据《信托

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以下

四种情况下，委托人可以变更受益人或

处分受益人的受益权：

第一，受益人对委托人有重大侵权

行为。

第二，受益人对其他共同受益人有

重大侵权行为。

第三，经受益人同意。指受益人同

意变更，放弃部分或全部受益权。

第四，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所列四种情况，前两种为被动

条款，而第三条为主动条款，受益人可以

依照此条款对自身受益权进行处分和转

让。受益权作为受益人的法定财产权利，

在依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清

偿债务、对外转让和受益权继承，这是

信托产品流动性的法律基础。

《信托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益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

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其中，受益人可以以信托利益清偿债务，

也可以以信托受益权本身清偿债务，前

者受益人不发生变更，仍然是原来的受

益人，但后者受益人将会发生变更，债

权人将会成为新的受益人，同时需要通

知受托人变更行为。此外，《信托法》第

四十八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

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信托文件有限

制性规定的除外。”类似于信托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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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务的清偿，受益人既可以转让已经

取得的信托利益，也可以转让信托受益

权。转让信托受益权，应当与受让人签

订转让协议，并通知受托人，受托人据

此将受让人变更为受托人。

因此，在信托文件没有明确限制受

益权流动的情况下，受益人的信托受益

权原则上可以根据受益人的意愿进行转

让和继承。

但当前，信托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

的交易转让市场，虽然信托公司、受益

人对产品转让需求迫切，但由于制度障

碍及市场缺失，信托产品的转让还仅限

于信托公司内部的撮合，没有交易共享

的转让平台。

在实践中，信托产品流动性受限可

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原因：

1. 产品的非标准化

首先，信托产品不存在统一的风险

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平台，容易造成转

让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产生道德

风险。

其次，信托产品以信托合同的形式

销售，一份合同中约定的产品份额一般

在一百万份以上，不具备形成拆分转让

的条件。从流通份额上，产品尚未实现

份额转让上的单位化、标准化。

最后，部分信托产品具有明显的私

募属性，其非标准化的内在要求也影响

了转让平台的建立。此时，信托产品在信

息披露时不能做到完全透明，这对其从

转让平台上挂牌及后期的统一监管均造

成了障碍。

2. 尚未形成专门的流动转让管理

办法

信托产品转让尚未形成专门的管理

办法，当前可依据的只有“一法两规”中

相关条款原则性的约束，同时这些约束

受当时制定时环境所限，部分规定已制

约了信托产品的流通转让，致使信托转

让市场难以形成。

如受《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所限，

该类信托计划规模在100万-300万元

条件下，有严格的受益人人数限制，此外，

《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信托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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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

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

人转让或拆分转让。”这就给信托受益

权进行拆分转让设置了较高的限制，使

得转让市场范围更加狭窄，转让配对成

本也更高。由于上述法则所限，造成目

前信托产品较难形成一个稳定庞大的

二级转让市场参与群体。

3. 缺少统一的交易平台

（1）缺乏信托产品及信托财产登记

制度

信托登记应分两个层面来界定，即

信托产品登记层面及信托财产登记层

面。信托财产登记是保证信托产品有效

性的基础前提条件，因此，从信托产品

转让的完备性角度，在引入信托产品登

记制度前，应制定清晰的信托财产登记

制度。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

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办理登记手

续的财产设立信托，应当依法办理信托

登记，未办理登记的，该信托不发生效力。

即信托财产登记为信托的生效要件，不

登记不能生效。

在信托财产登记方面，除《信托法》

对信托财产登记做了原则性规范，尚缺

乏具体的配套制度及相关执行机构。因

此，制定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建立全国

性信托登记中心，应符合信托法对信托

财产地位的规范，此外，这将有利于保

护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更好地发挥信

托破产隔离和风险隔离等功能。

在信托产品登记方面，信托产品（信

托受益权）作为投资人（受益人）财产的

存在形式，如使其买卖合法，必须建立

信托产品登记制度，这是保证信托产品

流动转让合法的基础。但当前，在信托

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备的条件下，我国的

信托产品登记制度更是无从谈起，上层

及下层登记体系的缺失是整个行业亟待

解决的问题。此外，在信托实践中，涉及

信托登记的领域越来越多，登记制度体

系及机构的不完善导致众多需要登记才

能设立信托行为被排除信托机制之外，

影响了信托的普世价值实现及衍生层次

的产品流通转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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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针对信托公司及产品评级

体系

信用评级是由独立、客观的第三方

基于自身掌握的公开信息和内部信息，

根据评级的专业技术方法，对证券或机

构履行其偿付义务的可能性进行评价。

信用评级作为一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

制，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运用，除

了最常见的对债券及其发行人的资信评

价以外，还广泛运用于其他金融商品和

机构，评级对象不仅包括如优先股、结

构型融资证券等，还包括如国家、共同基

金和衍生产品交易对象等。

现阶段，由于信托潜在的“刚性兑付”

的“潜规则”，使得投资者都不太看重信

托公司及信托产品评级，这也造成了信

托公司及信托产品评级体系的缺失。

在信托市场引入信用评级主要包括

对信托公司的评级和对信托产品的评级

两个方面。对公司的评级主要关注公司

在整个产品开发流程过程中的管理能力、

风险控制措施以及由于受托人责任偿付

受益人损失的偿付能力等的综合评价。

相对而言，评级高的信托公司开发的产

品在设计的规范性和违约偿付能力方面

优于评级低的公司。而对信托产品的评

级，主要针对有特定项目支持的资金信

托产品。评级的范围包括项目的风险状

况、信用增强措施的可信度、是否存在瑕

疵等。由于评级以产品对应的项目为基

础，只要产品设计合理，低资信的信托

公司开发的产品的评级可能高于高资信

的信托公司的产品，有利于投资者据此

信息进行具体的投资决策。

虽然，信用评级不是万能的，但没有

信用评级，将缺乏足够的投资者教育和

信托产品流动性的基石。当前有部分信

托公司的部分信托产品也处于“保兑付”

的多事之秋，信托业急需引入信用评级

制度以揭示风险，从而提高信托产品的

流动性，缓释累积的风险。

（3）缺乏信托产品流通的交易市场

由于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信托公司

及产品尚无统一的评级体系，信托产品

一直缺乏公开、透明和有效率的交易市

场。目前市场上已开始开展的提高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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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动性交易市场的尝试主要有：

①产权交易所业已开展的此项服务

上交所、陆交所、天交所和北交所

等均提供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平台，但主要

采取“一对一”的交易模式。信托受益人

通过交易所发布转让信息，通过交易所

的平台对接意向投资者。

②通过信托公司内部进行转让

一般而言，如果委托人希望在信托

存续期内转让其信托份额，在信托合同

的约定中，信托公司都会协助委托人找

寻受让方，提供内部信托转让服务。在

找到合适的受让方之后，双方至信托公

司完成信托权益转让。

③券商拟建信托产品转让信息平台

根据媒体报道，北京某券商拟开发

信托产品转让信息平台，为需要流动性

的投资者提供信托产品转让信息服务。

据了解，该券商下一步或将在信托转让

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理财产品内

部转让平台，以扩大客户投资标的范围，

搭建今后的理财产品客户体系。

以上提高信托产品流动性的交易所，

大多还仅处于提供交易信息的初级阶

段。其角色仍只是充当信息平台，进行信

息披露，实现转让方和受让方的对接。

至于具体的信托合同和受益权等法律关

系的变更，还要到信托公司完成。且平

台仅能为个别信托产品的转受让需求提

供信息，远未达到使信托产品具备流动

性的地步。

三、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架构

     设计

信托产品流动性提升的载体为产品

的转让流通市场，但此之前应解决两方

面问题。一方面为实现信托产品自身的

标准化，另一方面为配套的基础交易制

度的建立。

（一）从信托产品自身考虑，实

现信托产品的标准化

1. 信托业务分类、合同文本、信息

披露的标准化

从信托产品交易转让上，应建立统

一的标准化制度，具体包括信托业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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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化、合同文本标准化及信息披露

标准化等配套内容。

目前，信托公司业务分类没有统一

标准，各种分类方式错综交织，有些不

能构成一个完备的分类方式。分类方式

的多样化直接影响到信托产品属性不清，

因此为保证信托产品流通上市的标准化

要求，首先应拟定明确的产品分类方式，

如本文划分下的资金信托及非资金信

托。

同时，从行业规范的角度，建议使用

标准化的合同文本，统一规范的文字表

述，降低因差异化而形成的摩擦成本。

另外，制定信托产品上市的信息披露

标准。信息披露应使信托产品的信息更加

透明和全面，避免选择性披露的行为。

在全行业产品体系标准化建设上，

2011年，由中国银监会非银部牵头，委

托信托业协会制定《信托业务分类标

准》及《信托产品合同文本标准》标准，

并已向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立项申请。2013 年，在信托业协会的积

极组织下，已初步形成《信托业务分类

及编码》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文件示

范文本》。分类标准及文本制定是行业

同仁推进信托产品标准化建设迈出的重

要一步，未来监管部门应继续发挥好监

管、导向作用，推进产品信息披露标准

化尽快落地。

2. 通过信托产品外部评级，建立产

品公允定价体系 

目前，信托产品作为非标准债权，其

对评级要求并不强烈，但如建立信托产

品转让市场，则产品评级①应成为信托

产品实现标准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因大部分信托产品具有债权属性，

其评级标准、评级方式可类比于上市交

易债券，融资主体信用（连同抵押、质押

资产或担保）或标的资产价值作为评级

主体，给出不同产品下的风险评级标准。

但考虑到信托发行规模及评级过

程中发生的中间费用，如对每个信托产

 ①这里评级限于公募转让市场，对于私募转让市场不强制要求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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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均进行评级则会产生过多成本。因此，

我们建议，对满足一定规模门槛，并有

公开流通需求的信托产品，应出具独立

第三方评级参考；对不满足流通条件或

无需流通的，可暂不予评级。

产品的评级水平是对其定价的重要

参照，通过风险等级给投资人市场化的

溢价补偿，以此保证定价的公允。

从目前的市场结构来看，定价机制

应在信托产品完成标准化后实现，同步

于信托产品的交易转让行为。

（二）从制度层面分析，创造信

托产品流通的良好制度环境

1. 制定信托登记制度，建立信托产

品转让管理办法

如前文所述，信托登记制度包括信

托财产登记制度及信托产品登记制度，

由于两个基础登记制度的缺失，造成信

托产品自身及后期转让的合法性难以保

证，因此在规范信托产品转让前，首先应

制定信托登记制度体系。

同时，当前由于信托产品市场尚未

有统一的产品转让规范标准，信托产品

的交易转让可依据的法规仅限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集

合管理办法》”）。因此，作为信托法规

的配套制度，应尽快制定《信托产品流

通转让管理办法》。同时，针对当前法规

对产品转让的不利限制，建议从以下方

面修订相关法规条款。

在受益权转让对象上，《集合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信托受益权进

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

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

人转让或拆分转让。”此条款限制了流

通转让的市场参与群体，特别是在引入

做市商机制下，做市商角色一般由资金

充裕、有信誉的机构充当，而此时做市商

无法将信托产品转让给自然人投资者，

其做市商功能难以体现，不利于市场的

发育成熟。

在合格投资人人数限制上，《集合

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单个信托计

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 50人，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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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委托金额在 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

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

限制。”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合格自然

人认购规模介于100 万-300 万元之

间，这部分群体应成为提高信托总体

发行规模的重要基础力量，特别是信

托产品走向长期化、规模化的背景下，

如果仅凭机构投资人或 300万元规模

以上的自然人群体，单个信托产品规

模必将遭遇上限瓶颈，这既不利于信

托产品的发展定位，也难以形成稳定

的产品交易转让群体。基于此，建议放

宽集合资金计划自然人 300万元以下

规模投资者人数的限制，从长远角度

来看，这有利于提高个体投资者的参

与热情，加速信托产品转让市场的发

展。

2. 信托产品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交易市场的基本规则由交易市场管

理制度所约定，鉴于目前市场并没有统

一的管理制度，未来，建议从以下三方

面作为着眼点制定管理制度。

在规范标准上，对进入市场的产

品设立统一的标准体系，从合同文本、

信息披露到评级标准等。建议在信息

发布上运用统一格式并及时发布与产

品相关的交易信息、即时行情，降低

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风

险；同时，借助独立第三方机构运用统

一标准对市场内产品进行统一的风险

评估及监控。

在参与主体上，可参照目前的交易

所制度，将主体分为五类：产品发行人、

产品投资人、中间服务机构、自律性组

织及产品监管机构。在具体界定上，信

托产品交易市场的发行人为信托公司。

产品投资人为符合规定的个体投资者

和机构投资者。中间服务机构指产品的

登记、清算机构，但目前这类服务机构

尚未建立，这将限制交易市场的发展，

举例说明，因目前场内无产品转让登记

清算机构，使受益权转让手续极为复杂，

转让效率低下，因此，建议在未来完善

相关机构的建设。同时，自律性组织及

产品监管机构亦没有相应的建立。根据

交易所市场的经验，自律性组织角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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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托行业协会充当，对交易所进行自

律管理。而监管机构的设立在于保障

场内秩序，对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作出

监管和处罚。

在交易方式以及监管监督上，交易

市场定位于产品的公开或定向转让，建

议设立无纸化电子交易系统，使市场参

与主体可通过报价电子竞价系统进行

申报竞价。对撮合交易，电子竞价系统

可根据“时间优先，规模优先”的原则

自动交易，对外发布成交信息，并完成

信托产品受益权的过户手续。而对做

市交易，则可采取“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为原则。而对于监管法规方面，应以中

国银监会为核心，实行全方位管理。建

议对重大事项实行报备机制，获中国银

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同时，需建立相

应的惩罚规则，明确定义违规行为及

处罚方式。

（三）现有金融流通市场适应性

目前，我国既存的公开交易市场包

括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市场两大市场

体系。但信托产品能否利用既有交易市

场体系，其市场的适用性是否匹配，将

是未来选择（建立）产品交易市场的重

要参考。

就银行间市场而言，目前其参与主

体以询问方式与自己选定的交易对手逐

笔达成交易。产品入市需满足标准化程

序，包括统一的信息披露、产品信用评

级等相关条件，如选择银行间市场上市，

将倒逼信托产品标准化进程。

1. 信托产品于银行间交易市场适

应性分析

（1）风险特征不适应

长期以来，发行政府债券和准政府

债券为主的银行间市场已形成了产品零

信用风险的市场惯性，并未培养出风险

识别能力强的投资者。这与信托产品高

风险属性不相适应，银行间市场或许并

没有承接信托产品的广泛基础。一旦信

托产品在场内出现信用问题，投资者可

能因对风险了解不足而产生消极反应，

扰乱市场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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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价机制单一，报价混乱，不能

满足各类信托产品发行转让需求

当前，在产品定价上，银行间市场

采用的是报价驱动市场的方式，实行

做市商制度，但实践中，做市商报价具

有较大随意性，其中会掺杂各种非市

场因素，甚至存在利益输送，因此，目

前银行间市场并不一定能达到降低融

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的目的。此外，

针对信托产品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做市

商群体尚不具备大体量信托产品的发

行能力，这将进一步限制一级信托产品

发行和流动的市场规模。

（3）参与主体的限定，个人投资者

不能参与

根据银行间市场对参与主体的定义，

个人投资者只能通过购买相关基金实现

间接投资。对于信托产品而言，在其转

让限制放宽后，应进入允许个人投资者

和机构同时参与市场，提升转让的自由

度。

对于交易所市场而言，参与者运用

电子竞价系统进行申报竞价后由系统撮

合交易的模式，这符合信托产品公募转

让市场的设计。与银行间市场一样，其

入市标准可以提升信托产品的标准化程

度。而交易所市场作为最大的金融产品

交易平台，拥有更为成熟完善的制度，能

为信托产品交易提供更为安全、便利、

迅捷的交易与交易后服务。

2. 信托产品于交易所市场交易适

应性分析

（1）小规模信托产品低利润与交易

所市场高上市成本费用的矛盾

相对于银行间市场的自律管理而

言，交易所市场受更多有关部门的监管，

并且有严格的规章准则。同时，在挂牌

条件及之后的市场行为上，都需要更高

的透明度和标准化程度。这些环节上

的高标准推高了融资成本，降低了运行

效率。同时，如信托募集的资金规模

较小，此类产品选择公开上市，则消耗

的摩擦成本较高，无法调动信托公司产

品上市的积极性。因此，小额项目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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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停留在一级市场直接融资。

（2）信托投资门槛与交易所交易门

槛不匹配

信托产品受合格投资者及高投资准

入门槛的限制，多为资金额度大、对受

让人要求高的转让交易。相对而言，交

易所市场对投资者的要求较低，对单笔

交易额度限制小。因此信托产品的加入

需要交易所市场进行调整，不能做到无

缝衔接。

综上所述，目前存续的两个交易市

场体系均存在与信托产品转让不相适

应的属性，同时，在整个信托业存量规

模近10万亿元的背景下，本文认为，

应借鉴两大交易市场的优势，加入适

合信托产品转让的条件，完善转让制

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产品专属交

易平台。

四、建立多层次的信托产品交易

      转让市场

目前,各家信托公司产品的发行规

模及标准化程度差异明显，考虑到产品

的融资转让需求及上市发行成本，本文

建议，未来应建立不同定位下的多层次

产品交易市场。

所谓多层次，是指除建立高标准化

的场内交易市场（公募转让市场）外，还

应配套设立较低标准门槛的场外交易市

场（私募转让市场），针对当前信托产品

现状，形成分层次、多维度、全方位产品

交易流通体系，满足不同产品的流通转

让需求。

建立多层次体系转让市场，原因在

于，从市场功能角度看，产品上市源于

市场的融资功能及产品转让功能。对标

准化程度高、融资规模大的产品，选择

场内市场上市，能较好地满足产品的初

始融资功能，并具备后续转让的流动性

要求。而融资规模小、转让需求低的产

品，建议选择场外市场上市，因为场内

市场对产品标准化程度要求高，同时评

级费用、服务费用、手续费用等都将推

高产品上市成本，冲减了因流动性提升

给投资人及信托公司带来的成本优势。

此外，因此类产品规模小，场外市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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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够满足其融资及转让需求，较低的

上市门槛大大削减了上市成本，实现了

产品优化配置的目的。

（一）建立基于交易所机制下

的公募转让市场

1. 公募转让交易所市场定位

公募转让交易所市场（以下简称“交

易所”），是指参照目前证券交易所的模

式所建立的有高度组织性、集中性的信

托产品交易所。交易所为产品交易提供

场所载体和基础设施，配备必要的管理

和服务人员，具备产品注册登记功能，

并且对交易进行严格的监管，确保交易

公平、公开和高效。交易所市场拥有广

泛的投资者基础，在融资和转让交易效

率上具有自身优势。但上市标准应设立

高标准，在产品信息披露、合同文本、

定价评级方面都应明确规范。其适合资

金需求规模较大的信托产品的上市及

流通。

2. 交易模式设计

交易所市场定位于信托产品的公开

或定向转让，其交易模式如图１所示：

（1）市场参与主体可通过报价电子

竞价系统进行申报竞价；

图 1  交易所制度下的交易结构

转让方
电子交易

平台系统

投资者

投机者

成交信息

成交材料

结算结构

报价 报价

报价信息 报价信息

成交信息 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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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竞价系统根据“时间优先，

规模优先”②的原则自动撮合交易；

（3）对外发布成交信息；

（4）完成信托产品受益权的过户手

续。

3. 公募转让市场功能定位

根据信托产品的分类及流通转让需

求，本文将信托产品③划分为非资金信

托及资金信托。对非资金类信托而言，

其信托财产可为财产或财产权利，信托

公司作为SPT(Special.Purpose.Trust)，

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信托受益权，此为市

场的融资功能。此外，非资金信托的后

续转让也通过交易所市场进行，此为市

场的流通功能。如目前，信托公司涉足的

资产证券化业务（ABS）就能与交易所

市场的流通功能进行对接。对资金信托

来说，其信托财产为资金，因此，在交易

所挂牌转让，市场发挥更多的流通功能。

4. 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方案

对后续交易所市场的建设，目前主

要存在法律制度缺失和上市积极性两个

层面。

法律监管制度的缺失，具体体现在

以下两方面：

第一，缺失系统规范配套管理办

法，建议制定《信托产品流通转让管理

办法》。目前，可参照的《信托法》、《信

托资金集合管理办法》仅对资金信托产

品转让做了描述性阐述，同时也尚未形

成完整配套管理办法。此外，考虑未来

信托发展趋势，目前除资金信托外，在《信

托流通转让管理办法》中，应对非资金

信托的流通转让予以规范界定，以此形

成完善的信托产品流通管理体系。.

第二，针对集合资金信托而言，本

文建议交易所的参与主体包括机构投资

者与自然人投资者，修订管理办法中约

 ②这里特指具有固定投资回报的信托产品，如产品具有投机性质，则采用“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③本文讨论的信托产品定位于有流通转让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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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产品门槛要求、自然人人数规模及

转让对象等条款。

此外，针对信托产品上市积极性问

题，目前，产品市场多数呈现出期限短、

规模小的特点。诚然多层次产品转让市

场能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成本，缓释因

流动性风险造成的溢价补偿，但未必信

托公司及市场投资人对产品流通转让有

足够的参与热情。针对积极性问题的解

决，建议从三个层面逐步完善：一是监

管部门积极推动，通过监管政策、监管

引导推动市场参与积极性；二是信托公

司转变产品理念，向长期化、规模化、规

范化方向发展，通过有先进管理能力与

经验的公司先试先行，践行标准化信托

产品体系建设，为融资人降低成本，扩

大一级市场融资基础，满足投资人的流

通转让需求，提高自身利润增长点；三是

对投资人进行积极教育、引导，伴随流通

市场的成熟完善，激发参与市场的多层

次目的。.

（二）建立基于做市商机制下

的私募转让市场

1. 做市商制度与市场定位

做市商制度属于证券交易制度的

一种，具体而言，由做市商不断向交易

对手报出特定的买入、卖出报价，并在

这个价位上接受交易对手的买卖要求，

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交易对手进行

证券交易。做市商通过不断买卖交易来

满足交易者的投资需求，同时通过买

卖报价的适当差额来补偿提供做市服

务所产生的成本。.

场外交易市场定位于短期限、小规

模的信托产品，此类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恰与场外市场入市门槛相一致。此外，

从场外交易市场产品定位来看，其融资

需求、流通转让需求可能并不高，因此，

建议引入做市商制度，丰富市场参与群

体类别（市场投机者的加入），并通过做

市商推动产品流通转让效率。

2. 做市商制度下的交易结构

根据做市商的竞争程度的差异，可

将做市商制度分为三类，分别是垄断做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658

市商制度、竞争做市商制度和混合做市

商制度。这里建议采用竞争做市商制度，

具体交易结构过程如下（见图2）：

（1）做市商向电子交易平台提供报

价信息。在做市商报价完成后，如没有

对应买卖委托或委托价格与其报价差距

图 2  竞争做市商制度下的交易结构

过大，做市商可更新申报价格和数量。

（2）发布报价信息。以电子交易平

台系统为媒介，做市商、投资者都能获取

相关产品的报价信息，包括最佳买卖报

价及全部做市商报价信息。

（3）投资者通过信托公司提交报价

委托。

（4）委托申报反馈。投资者委托信

托公司提交报价后，由系统返回委托信

息，以此确认系统接受了委托。

（5）买卖双方报价匹配成交。如投

资者买卖委托处于做市商所报价格范围

内，那做市商就须立即下达成交指令。

选择成交时，可按“时间优先、规模优先”

的原则进行匹配。

（6）发布成交信息，进入清算程序。

在买卖成交后，系统向做市商、投资者

反馈相应的成交信息，随后根据交易信

息进入清算程序。

在角色充当方面，我们认为市场做

市商并不适合由信托公司来承担，这主

要是为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和避免交易

做
市
商

信
托
公
司

电子交易
平台系统

结算结构

投资者
投机者

报价

报价信息

报价信息

报价信息

委托申报

反馈信息

成交信息

报价信息

委托材料

成交材料

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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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披露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这里的做市商可由资金实力雄厚、社会

声誉良好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来承担。

同时，引入信托公司作为投资者

（投机者）的纪经商，其目的在于当

市场参与者过多时，有助于改善市场

交易的效率。同时，信托公司凭借其

对项目的熟悉，可为投资者（投机者）

提供一定的咨询建议，这有助于改善

其所控信息处于劣势的问题，而且也

可作为信托公司提升服务质量、树立

良好的品牌形象的一种途径。

3. 私募市场功能定位

在私募市场上，对非资金类信托产

品而言，一级市场融资方面，做市商起到

包销的角色，运用自营资金实现对其融

资。在二级市场转让上，做市商通过不

断买卖交易推动产品的流通转让，满足

了其流动性要求。与公募市场功能类似，

在私募市场上，资金类信托产品主要满

足其后续流通转让需求。

4. 潜在的问题和对策

在实际操作中，实行做市商制度可

能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做市商缺乏积极性。如何吸

引第三方作为做市商进入这一市场担

任开拓者，是最基础的问题之一。在前

期市场发展规模较小时，做市商要寻

找新的买家并非易事，很可能会出现

库存积压问题，导致自有资金套牢。

同时，所得利润也可能无法有效覆盖

潜在风险以及做市成本。鉴于做市商

不属于资金实力雄厚机构，承担这些

风险必然打消其做市的积极性。

解决积极性问题，期初监管部门不

能设置太高的进入标准（如资金、声誉

等方面的严苛要求），应该引导进入，

将监管规范重点放在做市的过程当中，

以监察为主，管制为辅。监管部门持鼓

励态度，应该为其提供融资的便利渠道，

以缓解风险。同时，必须有配备较为成

熟的价差拟定机制，一方面要覆盖做市

成本和潜在风险成本，另一方面要提

供一定利润作为吸引，使更多机构愿意

充当做市商角色。

其次，可做市信托产品的局限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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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交易结构和做市商这两个要素都已具

备，必须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

有做市的可能性，这源于信息的披露原

则问题。做市商的义务是进行双向报价，

但由于信托的私募性质，有部分信息无

法达到上市披露的标准。信托公司作为

受托人，必然要尊重委托人的意愿，但

产品信息的不完整又会影响到做市商的

交易服务定价，从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

行。

最后，转让制度上的障碍。根据现

行的转让制度，机构不允许将其信托资

产转让到个人投资者名下。而做市商为

机构所担任，意味着做市商买入资产后

只能向其他机构转让，转让渠道受到了

限制。同时因为缺乏个人散户的参与，交

易市场的活跃度也会大大减弱。无法真

正起到扩大流动性的效果。

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监管

部门对于扩大流动性的决心。若能通过

对“一法两规”进行一次全新的修订，放

宽有关的制度门槛。对于交易市场的建

立必定能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本文针对目前信托产品流动性不足

的现状，论证了建立场内市场和场外市

场的可行性，并对未来市场建立的方式、

发挥的功能及可能存在的障碍进行了阐

述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实践中，信托产品流动性受限可归

结为三个原因：一是信托产品的非标准

化 ,即从信息披露、产品评级到产品定

价等方面均无统一标准；二是相关法规

限制及配套制度的缺失；三是流通转让

市场的缺失。

基于以上现状，为建立信托产品转

让市场，未来应从两个维度进行标准化

规范，分别是信托产品自身的标准化（合

同文本、信息披露及产品评级）和修缮

设立信托转让的相关制度约定（如修改

上位法中对受益权转让的约束条款，设

立专门的《信托产品流通转让管理办法》

等）。

在信托产品市场建立方面，由于目

前存续的两个交易市场体系均存在与

信托产品转让不相适应的属性，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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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两大交易市场的优势基础上，加入

适合信托产品转让的条件，完善转让

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产品专属交

易平台。产品转让平台可分为场内市场

及场外市场，场内市场标准要求高，摩

擦成本也较高，适合有大规模融资、流

通需求的产品进行发行及转让。而对标

准化程度较低，融资、流通规模需求小

的产品，更适合场外交易市场，通过引

入做市商制度提升市场产品的流动性。

未来在制度修缮及市场建立方面，

建议由国务院牵头，中国银监会组织，

信托行业协会和各大信托公司密切配合，

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对现行信托法规

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同时针对信托产品

的流动转让环节，制定专门及配套的管

理办法，设立与财产登记注册、产品转

让清算等相关的服务机构。通过小范围

试行后，逐步扩宽可流通的信托产品类

型及规模限制，加快推进全国性质的信

托产品流通转让市场，实现信托产品流

动性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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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对信托、信托业务、信托业务创新的一般理论分析开始破题入局，经过对

我国信托业务发展和创新过程以“一法两规”为界限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进行回顾和

考察，最终总结出信托业务创新所应遵循的三条路径：一是遵从标准化界定后的信托

业务品种分类而进行，而本文对于信托业务品种标准化确定的工作在业界是原创性

的；二是按照具有监管意义的信托业务类型即有市场准入要求的所谓创新资格类业

务的范畴来进行；三是按照市场竞争与监管博弈推动下的创新型信托业务品种范畴

来进行。以此从逻辑上完整地叙述了信托业务创新的各种类型、进行方法与发展趋势，

并对实务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阐述信托业作为金融创新先锋和领跑者形象的制度供给及动力来源，分析探

究信托公司经营范围之内的创新产品和创新资格类业务的基本情形，是以从理论和实

务两方面探索信托业务创新的前景，培育行业核心竞争力为宗旨的。本文的研究目的

并不在于提供某个具体的信托业务创新模式，但其所揭示的信托业务创新的逻辑“进

路”，应该可以为信托公司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未来关于信

托业务创新的研究将在此基础上呈现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加明晰的前景。

关键词：信托 信托业务 开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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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本文确定以信托公司进行信托业务

开发、设计、创新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进路”

与途径问题为考察对象，主要是出于以

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可追根溯源到古罗马法和日耳

曼法，创制、发轫于英美法系的信托法

理及其实践在中国的继承、扩张乃至其

命运，换言之，所谓金融信托业在大陆

法系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法制体系、金

融经济生活中的生存发展，皆依赖于信

托功能的实现，信托功能的实现立足于

信托业务的拓展，而信托业务的拓展必

须借助于信托业务的创新，信托业务的

创新必有其必须遵循的逻辑思路，这个

逻辑思路原则应该被我们在工作中既准

确又完整地熟悉了解，也既原则又灵活

地遵循和加以运用①.。

二是从信托事业的历史发展足迹、

脉络来考察，金融化和商业化构成了从

传统信托向现代信托衍化演绎的两大典

型特征，由于世界各国基本制度、国情

和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其信托业

务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并且在实践中一

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有所

发展和创新。早期信托的主要利用者是

个人，但发展到现代，公司企业早已成为

信托的重要利用者。早期的信托主要表

现为一种家庭财产授予、继承与安排、

处分的民事信托，而信托的现代化发展

则将其基本法理与商事规则巧妙、灵活

地结合起来，衍生出无穷的创造力和生

命力。信托业务经历了从无偿到有偿，

从民事领域到商事领域，从财产管理到

金融投资，从个人私益到社会公益的创

新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无论是在信托的

发源地、以民事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见

长的英国；还是在以营业信托、法人信托、

①参阅翟立宏、杨林枫著 . 《信托产品开发创新》[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8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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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信托模式募集资金投入铁路建

设与矿山开发，使金融信托趋于繁荣的

美国；还是作为最早从制度上引进信托

的大陆法系国家，创新设计出独具特色

的金钱信托、贷款信托，发挥了信托的长

期金融职能，运用于国家基础产业项目，

适应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日本，都体现

得异常清晰明确，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信托制度适用广泛、设计灵活、永不退色

的创新本质，由此可窥一斑而见全豹②.。

三是回顾中国信托行业生存发展的

实践过程，信托业务创新的路径问题探

究的意义、价值就更加能够得到明确和

彰显。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信托业

以1979 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

立为标志，至今已走过34年的漫长岁月。

不同于任何一个其他金融行业，背负金

融行业“百货公司”、“轻骑兵”、“野骆驼”、

“游牧族”、“酸果子”，有时乃至“坏孩

子”之名的信托行业的发展过程可谓命

运多舛、前路多艰、叠遭整顿③，浴火而

不能重生。这种状况直到2001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施行，中国信

托业经过 20多年的探寻、实践，至此才

有了自己最高层次上的法律规定，取得

了与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等同的法

律地位，此后十年间，随着“一法两规”④

行业监管法规的完善与确立，信托公司

从商业银行剥离，信证分业、股份制改

造的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在行业内的普

遍确立，信托业才真正正本清源、回归

本业。开展“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

②关于英国、美国、日本信托业务的开展及信托产品创新情况，请参阅刘金凤、许丹、何燕婷等著 . 《海外信托发展史》[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9 年，第 26-106 页。

③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历史延革与阶段历程可以用国家的“整顿”为节点进行分期，信托学界公认的“整顿”有五次之多。

④最新的“两规”是中国银监会 2007 年颁行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2002 年中国人民银

行颁行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不再适用。2010 年《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业界有“一法三规”之说，突出体现了信托公司风险资本指标计算，各项业务规模及总规模与净资本水平动态挂钩的监管

约束机制。但因为净资本管理监管的办法和思路与信托公司作为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能是相悖的，所以此办法一出台即存在争议。在

将来信托项目的退出机制完善后，净资本管理办法的应用会淡化和退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暂时性的措施，所以本文仍以“一

法两规”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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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业务，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凤凰涅槃，

经历了行业自身的优胜劣汰，截至 2013

年第二季度，信托行业受托管理资产规

模9.45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248.72亿

元，年度利润总额257.76 亿元，行业从

业人员人均创利155.66万元⑤。从现在

这个时点、空间“回头看”，可以比较清

楚地发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

信托业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考验、

恶性的公司清算倒闭事件⑥，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和监管博弈中，各公司努力展业、

勇于创新、守法合规、控制风险，依靠各

自的资源禀赋，逐步形成各自的核心竞

争力和特色优势业务品牌，行业的发展

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从管理资产规模

计已成为全国金融业第二大机构，在财

产转移和资产管理两大领域为信托受益

人实现了意志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双重目

的，为广泛的社会投资者提供了卓越的

金融媒介服务。同时，以往故事多、受关

注多的信托业已成为金融行业中的热门

和“显学”，其灵活机巧的法理设计和

无比广泛的应用领域吸引了各方的兴趣

和重视，均加以利用而为己服务。在全体

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行业的整体

功能定位、盈利模式、经营范围、业务

规则等都发生了积极的重大变化，按照

“一法两规”的要求进行业务再造、业

务创新、功能重塑、积极推动市场化变革，

是每个公司的工作重点和中心，这方面

的实务推动和努力，反过来又强化和推

进了信托基础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化、创

新的进步和业界理解的加深，简言之，

在此阶段，不断推陈出新的创新信托业

务品种成为信托机构的基本生存手段，

也成为信托理念和金融理财产品为社

会及公众投资者认知、认可的最佳载体

和媒介。这也是信托作为一个金融行业

要服务于不断调整结构、产业升级、经

济转型、社会变革的当代中国之必然现

⑤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 www.xtxh.net 发布：2013 年第二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

⑥ 2002 年 -2006 年，金新信托、伊斯兰国信、庆泰信托、金信信托四公司因德隆事件、民营控股在股市恶意坐庄导致巨亏等原因倒闭，

此后行业内再无此类恶性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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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结果。

因此，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信托的

基础法理和制度功能来观察，还是从信

托的历史源起发展和空间传播扩张来探

究；无论是从我国新时期信托业所经历

过的前二十年艰难历程来看，还是从其

最近十年的狂飙突进飞速发展来思索，

对信托业务开发创新路径的逻辑进路问

题的研究都应该是信托研究领域的一

个重要方面。以信托业务的创新路径研

究为题，不仅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也

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涉研究领域

是中观层面的，本文并不提供某个具体

创新产品种类、项目的考察研究，而是整

体考察信托创新所应遵循的路径，进而

总结涵盖其一般规律、从基础法理出发

指导实践和完善的理论，这是本文的初

衷和目的所在。

（二）中外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信托业务创新的研究

渐成显学，这方面的科研论文、学术专

著也日趋丰富，例如，翟立宏、杨林枫主

著的《信托产品的开发创新》，杨林枫、

张学银、易晓斌、段文鹏著《信托产品概

述》，陈赤著《中国信托创新研究——

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接受中国信托业协会委

托进行专门研究形成的《我国信托公司

信托业务和产品分类初步研究》课题报

告、《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指引》的征

求意见稿，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

究所自2004 年以来，每年出版的信托

业年度发展报告中也都有关于当年在理

论研究和实务经营方面的信托业务开发、

设计、突破、创新的综述、分析、判断、展

望等内容。在各类有关信托法学、经营

实务方面的学位论文、专业书籍中，关于

信托产品的分类、实务经营的叙述都是

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些论著大多主要陈述中国信托业

已经开展或者可能开展的主要信托业务

和产品，收集中国信托实践中关于信托

业务可资提炼的素材，提供有关信托产

品的概念、信托产品的分类探讨、信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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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需求与供给，信托公司的业务模式

与产品体系，新政背景下的信托创新关

联因素分析，产品组合模式创新、开发创

新的战略选择与实施，基于中国信托业

发展进程的信托业务创新的制度要素分

析、技术要素分析、管理要素分析、信托

业务创新制度环境变迁趋势与进程、社

会需求与同业竞争的市场环境分析等。

外国文献方面，本文主要参考了英

国D.J.Hayton所著《The.Law.of.Trusts》

及英国 F.W.Maitland 所著《State,.Trust.

and.Corporation》等书籍。由于在英美

法系国家，信托业务主要有单位信托（信

托制开放基金）、开放式投资公司（公司

制开放式基金）、投资信托（公司制封闭

式基金）、共同信托基金（MTF）等形式，

并依托于大型金融集团而开展。而以日

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信托业务的开

展是以可吸收公众存款的信托银行为机

构载体，这与中国的以信托公司作为营

业机构的展业模式，以及政府监管方式

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本文的写作思路

还是主要以纵向的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

新的轨迹为主要考察对象。

总之以上这些文献为本文的写作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完美的思路启迪，

但这些文献中并没有如本文所确定的主

题那样进行信托业务创新所应遵循的逻

辑路径的分析与研究。本文这个选题的

角度是崭新的、原创的，对于信托公司

的业务设计可提供鲜明准确的指导，对

于信托公司实务和整体事业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对于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路径的

研究问题，本文认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将是更加深入地探究信托业务创新的

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征，

基于对此确定的特征的分析进而进行信

托业务创新模式的建构，乃至数理模型

的建立。这是本文较少涉及的内容，原

因是在理论和数据上还缺少强有力的支

撑。随着未来我国信托法律关系及信托

行业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及

创新性信托业务品种和数量的进一步增

加，构建更为明晰具体的信托业务创新

模式及其数学模型的条件可能会逐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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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这是本文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应根据论文的研究

内容、整体结构以及所使用的理论工具

而定。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在研究中运

用了历史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及实

证法和案例法等。

本文所讨论的信托业务创新路径

问题，既脱离不了金融信托业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背景，又无法回避我国引入信

托法理建立信托机构开展信托业务时的

特定经济改革与转型环境，最终还希望

对于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径进行探究

和明确，所有这些分析评价都加入历史

阶段因素进行动态考察。本文中的比较

分析有意识地避开了单纯以时间或空间

为顺序的陈述，而是选择对于真正在我

国当前信托业务创新中有价值、有效益、

有影响的品种进行剖析描述，以便使这

种比较更具有说服力。在第四至第六部

分中的三条创新开发路径的具体研究中

列举了各自绝大多数的实务案例，冀收

到增强论证说服力、行文表述明晰清楚

之效。

本文的写作还体现了规范研究和实

证研究的综合运用。在对信托业务的标

准化研究中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本文

通篇运用了逻辑演绎和归纳总结的研究

方法。本文选题切入点是中观的。但这

并不妨碍在本文的写作中综合运用微观

分析和宏观分析的方法。

（四）论文的框架

本文总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研究的背

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的归纳与总结，研究思路与方法的确定

与说明，论文内容与观点、写作框架的构

建等。

第二部分，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理

论分析，主要讲述信托业务创新的一般

理论，包括信托业务创新的制度供给、

信托业务创新的动因与必要性，为全文

的整体论证做好理论基础准备与铺垫。

第三部分，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历



拾壹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径研究

675

史考察。分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介绍，分

别是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为标

志之中国信托业全面恢复的1979 年到

2000 年信托法出台前的改革开放后探

索时期的信托业务，以及2001年后至今

“一法两规”规范之下的规范发展时期

的信托业务，并探讨分析这两个历史阶

段我国信托业务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说明了以往信托业务创新中未能系

统性地、全面性地关注开发路径与逻辑

进路问题的情况。

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顺序分析研

究本文提出的信托业务创新路径的三个

路径：一是信托业务品种标准化研究；

二是具有监管意义的信托业务类型研

究，即有行政许可要求之所谓创新资格

类业务的研究；三是市场竞争与监管博

弈推动下的创新型信托业务品种研究，

具体陈述本文的论证与论据。

第七部分是关于我国信托业务开发

创新路径问题研究的总结与展望，通过

本文的实证研究，希望能够使更多的人

对于信托法理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命运进

行关注和思考，同时给予我国正在不断

改善优化的展业环境中坚韧发展、努力

前行的信托事业提供一些借鉴与助益。.

二、 信托业务创新的理论概述

本章主要讲述信托业务创新的一般

理论，包括信托业务创新的制度供给、

信托业务创新的动因与必要性，为全文

的整体论证做好理论基础准备与铺垫。

（一）信托业务创新的制度供给

1. 信托结构的稳定性和封闭性有

利于实施金融创新

信托业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

法律特性，在于其营业所依托的信托制

度。在金融机能的法律构成上，其他金

融机构建立在传统的物权、债权、股权

基础上，表现为双边的买卖、借贷、委托

代理等法律关系。而作为一种以信托财

产为核心、信用为基础、委托为方式的财

产管理制度，信托制度体现了一种独特

的法律安排。信托具有信托财产独立性

的制度安排，使信托财产不受信托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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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营状况、债权债务关系等方面的影

响，具有破产隔离功能。信托财产的存

续是事先以契约的形式“固定”的，是一

种封闭的、独立的、可持续运作的财产，

在信托期限内它不因委托人、受托人和

受益人的变更而发生变化。这种机制固

定了当事人各方的责任与义务，严格保证

了信托财产的安全性，确保信托财产依

据特定目的稳定持续经营。

信托制度与其他制度相比，也更能

适应市场经济对效率的追求。通过信托

的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功能，发挥受托

人专业理财优势，能够使资源从低效益

利用向高效益利用流动，增强市场要素

的流动性，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以及受托人以所有者

名义管理信托财产，使受托人与信托关

系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简

单明了，为受托人对外进行经济活动提

供了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

2. 信托的调整适应功能有利于实

施金融创新

信托具有强大的调整适应功能，体

现为信托法理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

法律规范实际机能的疏通、弥补和优化

价值。任何法律，只能顾及其核心价值，

不可能穷尽其周边价值，这是法律的固

有属性，也是人们选择法律作为管理社

会的工具时，必须付出的成本及承担的

代价。而信托理论法规所遵循的是信托

目的合法原则和信托设计的灵活弹性。

这些属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平抑、

缓解现有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滞后性、粗

糙性、过时性、僵硬性、呆板性和局部领

域的不合理性⑦，平抑现行法律和政策

的负面作用。从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看，

其意思自治、权利形态的转换、梳理和分

解及其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

现有法律粗糙性的细腻化、人性化的调

适。这种制度优势，客观上可以通过促

⑦这些缺点在大陆法系中表现更为明显。



拾壹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径研究

677

进金融信托创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

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满足市场主体正

当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3. 信托的弹性空间为金融创新提

供了深厚土壤

信托业的经营范围广、领域跨度大，

在金融职能方面具有多样化的优势，能

实现增值理财、投资融资、协调经济、社

会服务关系等多种职能，提供集“融资”、

“融物”、“服务”为一体的中长期金融

服务。作为信托制度优越性之一的弹性

空间，则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托功能的多样化。

信托最重要的功能是财产转移和管理职

能，通过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实

现委托人自身无力实现的理财目的。信

托具有投、融资功能，信托构建了委托人、

受托人、受益人、投资项目之间的多边信

用关系，可以将融资、融物、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进行组合运用。信托通过为企

业提供股权托管、债务重组、信用中介等

金融服务，还将对深化企业改革、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积极作用。二是信托

目的的自由化。

信托的目的既可以是公益信托，如

为了扶贫、环保、增进健康、促进教育、

发展科学事业等，也可以是私益信托，如

养老金信托、子女教育信托、遗嘱信托等。

私益信托既可以是自益信托，也可以是

他益信托。只要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

产，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都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愿设立信托。三是信托财产的

多元化。除国家禁止流通的以外，只要

是合法所有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均可以设

立信托，包括各种现金资产、动产、不动

产，所有权、用益物权及未来收入等财产

权利。四是营业领域的宽泛化。政府、企

业和个人都可以是信托的运用者。比如

在国企改革中，政府可以作为委托人及

受益人将国有股份托管给信托公司，由

其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设

立信托得到投资、融资、企业理财、信用

鉴证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个人的闲置资

金、动产、房产、知识产权等可通过信托

管理和处分实现资产增值，得到稳定收

益。五是信托财产运用方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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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财产可以通过出租、出售、同业拆

借、发放贷款、进行项目投资、证券投资、

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单独运用或组合

运用⑧。.

（二）信托业务创新的动因与

必要性

在金融创新理论中，对金融创新活

动原因与必要性的分析和解释，构成了

金融创新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关于金融创新动因与必要性的一

般理论运用于对信托创新实践的分析，

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研究线索。

首先，信托业务创新是信托公司适

应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依据

外生变量之变化对经营管理内生变量的

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此类例子包括：基于安全性考虑的信托

业务创新、基于效益性考虑的信托业务

创新、基于期限考量的信托业务创新、

基于价格考虑的信托业务创新、基于流

动性考虑的信托业务创新。

其次，在响应市场需求、追求潜在

盈利机会的时候，一些监管法规政策限

制了信托公司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

信托公司的许多业务创新便是为了在一

定程度上规避此类对信托业务的监管

的需要。

金融创新就是“在努力消除或减轻

外部产生的金融压制、经营约束中实现

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创新的，金融机构

对政府管制造成的利润下降和经营不

利等局面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进行创新，

回避管制，以便把约束及由此造成的潜

在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遵循“管制——创

新——再管制——再创新”的过程，伴

随着金融管制逐渐朝着宽松自由的方向

发展，金融创新的效益在提高，管制的

金融机构的适应力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

强。

⑧关于信托业务创新的制度供给内容，请参阅陈赤著 .  《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 成都 : 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 , 2008 年，第 101-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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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信托行业的表现更为明

显和具有倾向性。从信托法律关系的基

本面上来看，从信托的起源来说，“USE

制度”即为英国中世纪的人们出于宗教

情怀，希望把土地捐献给教会而得不到

世俗政权的允许，所以采取信托的办法，

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第三人而指定所有

的收益归于教会。这就是信托的起源，

从某种角度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托

的骨子里天生就流淌着规避管制（尤其

是税法）的血液，信托行业的这种特质和

色彩在进入现代经济社会，演变为现代

资产管理机构以后逐步淡化下来。但这

种天然基因的影响应该说还没有被完全

消除。⑨.

再次，一大批信托业务创新是为了

弥补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不

完美而产生和存在的。比如，为了在分业

经营的监管模式下，更有效地分别发挥

商业银行募集理财资金的优势与信托公

司运用理财资金的优势，银信连结理财

产品应运而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又如，民间私募基金机构随着资本市场

的发展而增多、壮大，但却始终处于半

灰色的状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无法得

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私募基金机构也很

难扩大影响，做大做强。通过信托方式

加以“阳光化”，为私募基金这一类民间

金融力量纳入正规化轨道创造了条件，

使信托公司特有的信托资产管理方式与

私募基金机构擅长的证券投资能力有机

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投资者参加资本市

场的选择，有利于金融安全的改善和金

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再如，在地方政府

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国外

流行的市政债券融资的方式没有在国内

普遍采纳，许多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筹集

渠道匮乏的困境。通过信托方式，以创

造性的方法引入地方政府信用，为各地

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筹集的新路

径，虽然有所争议，但也不失为一种有价

值、有意义的创新。

⑨ 关于 USE 制度的详细说明和陈述，可参见周小明著《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第 7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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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同金融业态之间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一种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不

断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侵蚀。在此情况

下，信托机构若只是提高服务水平、改

善服务方式，已无法真正从根本上化解

所面临的产业退化的风险。信托公司必

须自觉地进行“进化”适应性反应，大

力进行创新，在原有的职能被侵蚀的情

况下，补充新的职能。这样的趋势，从信

托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从建立战略联

盟、开展股权合作、合作构建金融控股

集团等不同层次的合作，也已清晰地显

现出来⑩..。

三、 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历史

        考察与分析

由于我国的信托机构和信托事业

的产生本身就是整体社会经济体制改

革的产物，更由于信托法理本身所蕴含

的由对抗法律而来的与生俱来的特质，

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过程，完全可以说

是贯穿于信托业务发展的历史。这使得

对于信托业务创新的历史回顾变得更

加简单而明晰：信托行业与信托业务的

发展历史，与信托创新的发展史是基

本吻合的。对于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历

史考察与分析，包括其整体产生和发展

的历程、特点、成绩和问题，本文将分二

个阶段予以论述：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

放后探索时期，时间跨度从1979 年至

2000年；第二个阶段是规范发展时期，

时间跨度从 2001年至今。根据这种历

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最后

在第三节进行我国信托业务创新路径

⑩关于信托业务创新的动因与必要性的内容，请参阅陈赤著 . 《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 成都：西南

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124-130 页。

 新中国成立后，对待信托行业的态度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我国开始推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信用集中于国家银

行，金融机构的形式趋于单一化，从民国时期发展而来，一度繁荣的原有信托机构和业务在建国后的几年内就消失了，信托业务在中

国的存在和发展告一段落。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信托业才得到重新恢复设立。因此 20 世纪 50 年代信托业的短暂存在不在本文的

关注和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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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总体考察与分析 。.

（一）改革开放后探索时期的信

托业务（1979-2000 年）

1. 改革开放后探索时期信托业务

的发端与成就

信托业在我国的重新出现，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从1979 年10月开始，在

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中，再次

设立信托机构，恢复信托业，是为了适应

经济体制改革，在金融体制方面作出的

一个重要改革内容。引进和利用外资、突

破传统金融体制、地方政府增强经济竞

争力，是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发展信托业

的主要动因。

我国信托业在此起步发展时期的功

能定位，赋予了信托机构在业务经营和

管理上强烈的银行色彩，确定了信托机

构从属于银行体系。从信托投资公司的

资金来源来说，主要是存款性负债。从

资金运用来说，主要是贷款业务。从监

管方式来说，类同于银行管制。但是，作

为对国有集中控制的金融制度适应市场

化进程的尝试和调整，信托机构在金融

体制改革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传统

僵化的国家银行系统之外的、相比而言

较少受到计划约束的新型“银行”类机构，

社会各方对信托机构寄予期望的是它拥

有比国家银行更具灵活性和弹性的融资

渠道，以补充国家银行之不足，满足各方

对资金的饥渴性的需求。因此，我国信

托机构的初始功能定位首先是类同于银

行的融资性功能，显著区别于发达国家

和地区对信托机构的基于财产管理的投

资型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尽管如此，

信托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生，仍无

愧于“创新急先锋”和“改革试验田”的

称号，进行了全能金融与混业经营模式

的可贵探索。

2. 改革开放后探索时期信托业务

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信托在本质上是一项法律制度，信

托关系需要相关法律来进行规范，信托

业的兴起与信托业务的发展离不开信托

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但是，1979 年后

我国恢复信托业，却是在并没有任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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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准备，甚至从决策层、理论界和

实务界均不甚明了信托的本质为何物的

情况下，中央政府出于改革高度集中的

传统金融体制的需要，强制性地把信托

机构植入到金融体系中。因此，改革后

我国信托业的出现并非与发达国家和地

区一样，因实体经济对财产转移和财产

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因改革开放

的需要、作为国家银行的补充机构引入

的，制度供给所对应的制度需求不可避

免地具有脆弱性和短期性的特点。这也

就是业内一直讨论的行业和业务开展功

能错位的问题：由于作为改革工具和融

资工具的政策取向，难以定位于信托本

业；制度供给不足，使业务开展偏离信

托本源；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则缺乏开

展信托本质业务的客观经济条件。在这

些矛盾困境中，信托业出现了普遍性的

违规作业现象，使信托机构在我国金融

制度变迁过程中成为一股无序的冲击力

量，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例如，突破制度

性限制，扩大资金来源，以各种方式超

范围、超期限、超利率吸收存款，从拆借

市场和证券回购市场违规拆入大量短期

资金。这不仅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转移

银行信贷资金、突破规模限制、冲击宏

观调控的后果，而且削弱了中央银行监

管的力度。另外，因为信托机构难以像银

行那样得到廉价负债资金，往往使其提

供信贷时不得不追求更高的利率水平，

而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对称关系，信托业

比银行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加上信托

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不良资产比例

较高。由于信托业上述负面影响一定程

度地冲击了经济的稳定，以及信托机构

的金融风险日益增高，导致了在1982年

至1999 年期间，监管部门对全行业先

后多次开展清理整顿规范工作。信托业

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

（二）规范发展时期的信托业务

（2001 年至今）

1. 规范发展时期限信托业务的发

展与成就

2001年 4月 2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信托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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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它的颁布和实施是建立我国真

正信托制度的基石，为我国信托业回

归信托本源业务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

障，极大地促进了信托功能在我国的

发挥和应用。之后 2002 年《信托投资

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资金信托

管理暂行办法》的发布实施，即为被业

界称为奠基性和纲领性的“一法两规”。

其颁布实施是中央政府为了打破信托

业的路径依赖所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对于实现信托业回归本业，促进信托

机构按照需求尾随型金融发展模式走

市场化道路，大力进行信托创新，发挥

了基础性的、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一法两规”宣告了旧的信托业体制结

束，新的体制诞生。在旧有体制下，信

托公司实行高度银行化的混业经营模

式。新的信托业体制则在促进信托功

能回归的前提下，将信托公司定位为以

收取手续费或佣金为目的，以受托人的

身份接受信托财产和处理信托业务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突出了信托公

司作为一个有别于银行、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财

产管理功能定位，在这种定位下，信托

公司以受托管理资产为主业，是专业化

的资产管理机构、货币市场上的资金

经营机构、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

和投资银行。“两规”为信托公司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空间，为信托

业适应挑战、参与竞争创造了良好的

政策条件，促成了信托业的新一轮启动。

具体而言，在此十年间，信托公司开展

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业务，作为资产管

理机构的性质得以明确，扩展了信托公

司的客户对象，将自然人纳入委托人

范围，划分信托公司业务范围12 。.

“一法两规”颁布实施后，整个信

托业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依法合规经营成为信托业的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所列示的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可划分为三大类：资产管理业务——以信托业务为主、投资银行业务、自

营业务，明确了信托机构主营业务——资金信托业务的私募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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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创新层出不穷使信托业充满活

力。一方面，信托制度为信托创新提供了

广袤空间，信托业监管的市场化取向为

信托创新营造了宽松环境，而经历多次

整顿仍顽强生存下来的信托公司具有较

强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人均收入、财富的增长，带来金融

资产结构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将促进

资产管理市场的长久发展。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金融市场的成熟，理财的理

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资产管理正在成为

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资产管理为主要功能的信托业迎来巨

大的创新空间，信托创新因此蓬勃而兴，

信托产品创新、信托业务创新、信托组

织创新乃至信托制度创新令人眼花缭乱，

蔚为壮观，在中国金融业中一枝独秀，生

气勃勃。

2. 规范发展时期信托业务创新中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信托“一法两规”相继颁布实施后，

我国信托业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由于类银行化的

业务积习甚久，信托公司在经营过程中

仍然暴露出若干问题，主要是：制度建

设落后于实务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监管效率；去银行化步伐不快，信托业

定位仍显模糊；固有业务占比较高，信托

主业相对薄弱；信托公司异地展业受到

限制，市场竞争不足，等等。这些问题，

阻碍了信托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回

归信托本源业务的进程相对缓慢，使“一

法两规”后的中国信托业遭遇了发展的

瓶颈。要实现质的突破，必须建立新的

法规和制度体系，帮助和敦促信托公司

加快完成业务模式转型，推动信托主业

的发展，鼓励市场竞争，促进创新，实现

信托业向信托本源的全面回归。这就促

使了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新两规”

应运而生，伴随着更名（全国的信托投资

公司按照中国银监会要求普遍更名为信

托公司）、重新登记，“新两规”的实施

标志着中国信托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转

型和提高阶段。虽然从总体上看，“新两

规”下的信托业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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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业务创新与转型的速度，信托本业

的核心地位在全行业得到有效突出，信

托的本原特征逐渐显现，社会对信托的

认可和接受有了显著提升，“新两规”达

到了预期目的，但信托业市场定位的明

确问题、经营模式和利润来源的稳定问

题并未有效解决，整个行业仍然受到严

厉的监管“关注”，商业银行理财、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基金公司理财、保险公司

理财等金融同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不断分

食社会财富管理的份额，信托业的发展

空间仍感逼仄13.。.

（三）信托业务创新路径问题

的总体考察与分析

1. 问题的提出：中国的信托业务为

何一直定位不明，社会评价复杂

从以上对我国信托业务创新的历史

考察可以看出，我国信托事业的发展历

程是颇具独特和“悲壮”色彩的。不同

于任何一个其他金融行业，对于中国信

托业的社会评价是复杂的，有争议的，有

歧义的。褒之者认为，信托法律关系和

信托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存在，

在世界范围内源远流长，信托的理念是

在社会大分工日趋细密、术业各有专攻

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人类智

慧的结晶体。近年来，全国的信托公司

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向社会和各类投

资者提供自己的特色产品和金融服务。

通过业务开发创新，以信托计划的产品

形式，用贷款、投资、融资租赁及货币

市场、资本市场组合投资等多种运用方

式，使广大社会百姓和机构投资者手中

的资产得以保值增值，分享体制改革和

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使资金需求者得

到了充裕、可靠的资金供给，支持了国家

经济建设；通过开展公益信托，帮助委

托人不受时空限制地实现自己的意志，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帮助社会上大量

的NGO区分公益事业中的事务管理性

 关于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历史分期和回顾考察，可参阅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著. 《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1979-2003）》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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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投资理财性工作，造就其“透明

玻璃口袋”，增进社会福利、强化监督机

制、增进公信力，维持其事业永久持续。

信托业拾遗补缺，锦上添花，是“金融百

货公司”、“轻骑兵”。贬之者认为，信托

公司长期以来行业定位不明确，业务模

式不明晰，“耕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

由于存在金融信托与商业银行信贷在总

量与结构方面的“翘翘板”效应，有“影

子银行”的嫌疑，总是对冲国家宏观经

济调控的政策效果；又由于长期以来个

别公司的企业文化，经营作风凶悍生猛，

个别从业人员违法乱纪，产生重大经营

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信托业又有了“野

骆驼”、“酸果子”、“游牧族”的绰号，

乃至有时背负“坏孩子”的恶名。这些

问题，除了由于信托与生俱来对抗法律

的特质，由于中国法律和金融对于信托

的引入，是从属于20 世纪以来大陆法

系各国纷纷继受、改造或扩张具有英美

法系传统的信托法制这一大背景的，因

此它是个“舶来品”、“外来户”的原因外，

信托业务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轨迹存在

缺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如上所述，信托本身是一项财产管

理的法律安排，从法律制度到具体化的

金融产品，是需要条件和基础的。信托

并不天然就是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从

法律工具衍生出金融特征，是基于近现

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私人财富的

巨大增长的基础，从而实现由单一的财

富转移、传承的管理到多向、集合的具

备财产集聚效应的信托基金化的业务发

展。这也就是说信托作为财产管理的法

律安排，是人人皆可用之的，这也就是

为什么国际上不存在单独的信托公司的

根本原因，而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后信托

业的恢复和发展所依从的特殊历史时

期和社会背景，由于中国分业管理的金

融监管体制和水平的限制，中国信托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恢复起就采取了

不同于国际惯例的业态，与商业银行、证

券业、保险业、基金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长期以来信托业没有得到行政划分的专

属的业务领域，先是以存贷款的银行业

务为主，一段时间又以证券业务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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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处于寻求自己的行业定位和盈利模

式的确定的过程中，同时业务开发创新

过程中也是迫于金融同业竞争压力和追

求利润的企业本性，凸现出较为明显的

规避监管的业务设计特征，整个行业都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总结业务创

新所应遵循的路径问题。各种综合因素

作用的结果，就是多年来信托业虽然为

社会公众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依然社会总体评价争议纷纭，发展过

程前路多艰。

2. 问题的解决：明晰我国信托业

务创新的路径

这种状况在“一法两规”颁行之后，

特别是 2007年“信托新政”，全国信托

公司更名、重新登记之后，已得到明显的

改善。信托业的管理资产规模、人均利

润水平得到了日新月异的提高，社会认

知度和社会评价日益提升，整个行业总

体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实务界和理论

界良性互动，以信托法理和经营为目的

的研究课题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越来

越频密和醒目地出现，渐成显学。信托

业务创新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而颇具现

实意义和实务作用的领域。业界已经有

时间、有精力、有财力、有必要对自身业

务发展的轨迹和未来的方向，遵循何种

逻辑路径就可以规避以前所遭受的困境

问题进行完整、彻底的思考和研究了。也

就是说，要以有明晰路径的业务创新来

起到改善行业地位的关键作用，以之作为

“航向灯”，以加快行业创新发展步伐，

增进整体核心竞争力，就更加具有现实

意义和实务价值。

本文之前的相关研究和论述，有的

基于中国信托业的发展进程进行要素解

构与环境分析14，有的基于信托功能视

角的分析进行信托创新的整体研究15，

这些工作都对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经济

需求、内涵、原因、结构进行了有效的分

析，对于信托业务创新、组织创新、制度

创新等纵横几个层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

 参阅翟立宏、杨林枫主著 . 《信托产品开发创新》[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8 年，第 19-163 页

 参阅陈赤著 . 《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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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和展望。总的来看，信托业务创新遵

从了金融创新的整体逻辑和特点，无非

是为了实现风险转移、流动性增进、信用

创造等的金融中介功能而进行，使创新

的信托产品成为扩大市场的工具、风险

管理的工具和套利工具。在学习和吸收

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

明确提出对于信托业务开发创新所应遵

循路径的应对之策，这是一个新鲜原创、

角度独特、结合实务的选题。

本文提出我国目前的信托业务开发、

创新路径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有三

条：一是进行信托业务品种标准化的确

定，从而进一步进行信托业务开发与创

新品类、方向、目的、功能的明晰；二是

遵从对具有行政许可要求的所谓创新资

格类信托业务进行跟踪研究、理解消化

与开发进行的途径；三是遵循在市场竞

争与监管博弈双重压力推动下的信托业

务开发创新的进路。每一条路径本文都

会进行法理分析并列示具体的信托业务

品种以加强论证。

四、 信托业务创新路径之一：

        信托业务品种标准化研究

信托具有设计上无可比拟的灵活性

和应用上非同寻常的广泛性，人们借助

信托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目的，解决、克

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和

障碍。因此，信托的类型以及信托业务

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并且随着信托理论

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创新而有所变化、调

整。根据信托产生的原因、设定的目的、

受托人是否从事信托为营业、管理方法

等因素，可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基于不

同的思路和目的而采取的分类方法所达

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信托和信托业务

的品种标准化问题本身无论在英美法系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被当做一项研究对

象来看待，是信托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

者一直在探讨的课题，长期以来并没有

 请参阅杨林枫、张学银、易晓斌、段文鹏著 .《信托产品概述》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8 年，第 3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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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权威的、有定论的解决方案16。在

中国银监会的支持下，中国信托业协会

已成立专门的行业标准工作室，正在组

织力量开展对信托业务品种标准的确

定工作。因此，对信托业务品种进行标

准化研究，对于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

径研究而言，绝不是无关宏旨、可有可无

的点缀，而是明晰业务开发的逻辑起点，

把业务创新纳入一定的标准范式，使之

顺利、安全地行进于“快车道”的一个

捷径。

（一）信托业务品种标准化的理

论概述

1. 信托业务的基本特征

与生俱来的，支撑信托商业化运营

的独特法律结构使得信托业务与其他金

融业务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优越的风险隔离功能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托

人承担责任有限度；二是受益人享受权

益有保障。风险隔离功能对信托业务开

展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因素具有非常独特

的冲抵消减作用，其总体上的效果是降

低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受托人在信托财

产管理决策过程中的理性成分，提高了

受益人在信托产品上所获得的效用，其

发生作用的机理如下：

一是由于风险隔离功能可以通过增

加决策理性而提高信托财产管理效率，

使受益人的经济（货币）收益增多；二是

由于风险隔离功能是信托财产能够进行

相对较长期管理的前提，从而提高产品

收益；三是信托业务所介入的存在复杂

经济关系的特殊投资领域，需要借助于

信托独特的风险隔离功能来进行梳理

或在一定时间内闭锁风险，从而为其高

增值赢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四是风险

隔离功能还会给受益人带来一些安全性

方面的附加效用。

（2）广阔的适用范围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托

财产的多元性；二是运用领域的广泛性。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信托业务可以将

一个广阔的市场范围之中的金融供给和

需求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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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所能配置的资源仅限于货币资金，而

且由于规制的存在，这些金融机构在投

资方式和投资领域上都分别受到一定的

限制，这样就在客观上形成了许多市场

空白。信托业务既能发挥融资的作用，

也能发挥融物的作用，其运用方式和运

用领域所受限制较少，能够运用于包括

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在内的

广阔领域。这就使得信托业务能够有效

地挖掘潜在的供给和需求，为社会闲散

资源提供多元的运用渠道，从而促进金

融业的繁荣，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

同时也有助于避免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

银行等少数金融系统之中。

（3）灵活的交易结构

一般来说，经济关系越简单明确的

金融工具，其构成要素的组合方式也就

越少，所能反映的风险收益组合的种类

也就越少，满足多元化、多样化金融需求

的能力也就越弱。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

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趋势早已被

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也正被基础性的金

融理论研究所证实。在这样的金融需求

背景下，仅有传统的债权信用工具和股

权信用工具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相比

之下，信托业务可以通过信托契约对各

种要素进行多样的组合，使其交易结构

具备其他金融产品所没有的灵活性和复

杂性，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风险收益需求。

信托业务的上述三个特征结合起

来，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功能优势。通过

把风险隔离的固有功能、广阔的适用范

围和灵活的交易结构结合在一起，信托

业务能够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

之间构建起风险可控的复杂交易结构，

为其他金融机构分担风险，为投资者提

供多样的风险收益组合。这是其他金融

产品无法具有的独特功能，因此也是信

托业务在金融市场中应当发挥的主要作

用。信托业务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也应

当牢牢地抓住这一功能优势。

2. 关于信托的分类与信托业务的

分类

在实务上，信托业务一般不按照信

托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信托的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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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以法律适用为基础的分类，不同类

型的信托，适用的法律规则不同，其成

立条件也不相同。在经营实务中，信托

业务一般以经营和监管为基础进行分

类，不同类型的信托业务，经营模式不同，

监管要求不同。

根据我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信托业务是指信托

公司以经营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

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

营行为。”而信托业务分类是作为受托

人的信托公司基于信托法理对公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信托业务的

分类。此分类不包括信托公司所进行的

所有者权益项下固有业务在内的其他业

务，故而不是信托公司全部业务的分类，

也不等同于信托的分类。但信托业务分

类与信托分类有着法律关系、逻辑思维

上的紧密联系，想要理顺信托业务分类，

必须对信托分类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认

识。

（1）信托的分类

根据信托产生的原因、设定的目的、

管理的方法，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关

系的不同等因素，可采用不同的分类标

准，基于不同的思路和目的而采取的分

类方法所达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在此

我们选择与信托业务分类关系密切的信

托种类进行介绍。

信托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弹性和灵活

性的财产转移与财产管理制度，运用领

域极其广泛，人们在想象力许可的范围

内设立了林林总总的信托，以满足自己

的需要、达到具体的目的。按照不同的

标准，信托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①营业信托与民事信托。按照受托

人是否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专门

从事信托业务，信托可分为营业信托与

民事信托。委托人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

益，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专门经营信托

业务的商业机构而设立的信托，是营业

信托，又称为商事信托。在我国，目前从

事营业信托业务的机构只能是信托公

司。民事信托，是以完成一般的民事法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692

律行为为内容的信托，通常是以个人财

产为抚养、赡养、遗产继承等目的而设

立的信托，相对于营业信托又称为非营

业信托。

信托机构从事营业信托，不仅要遵

循《信托法》的规定，还要接受相关金

融法规的约束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而民

事信托原则上适用《信托法》和民法的

规定。

②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按照信托

的目的是为了特定受益人还是为了不特

定的社会公众，信托可分为私益信托与

公益信托。私益信托是指为某一个或某

些特定个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信托。一般

来说，私益信托的受益人是委托人自己、

委托人的亲友或委托人指定的人。设立

信托时，享有信托利益的受益人是确定

的或都是可以确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大

部分信托都是私益信托。公益信托又称

为慈善信托，是指为了某种公共利益目

的而设立的信托。公益目的可以是以下

情况的某一种：为了救济贫困；救助灾民；

扶助残疾人；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

术、体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发展其

他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信托中的受益人

是社会公众中符合规定条件的人，而不

是委托人特别指定的人。设立公益信托

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促

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许多国

家为鼓励公益信托，给予了税收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

根据我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

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在设立的许可、是

否设置信托监察人、受托人辞任的条件、

信托连续性等方面存在着明确的区别。

③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按照信托

利益的归属不同，信托可分为自益信托

和他益信托。自益信托是指委托人以自

己为受益人设立的信托。在自益信托下，

信托利益归属于委托人本人。与此相反，

他益信托是指委托人以自己之外的第三

人作为受益人而设立的信托。在他益信

托下，信托利益归属于第三人。

在各国的营业信托中，大部分属于

自益信托。例如，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信



拾壹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径研究

693

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甚

至明确规定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唯

一受益人，也就是说集合资金信托在设

立时必须是自益信托。而遗嘱信托的委

托人和受益人必然不能是同一人，因此

属于他益信托。

区别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在法律上

的意义，在于两者在对法定的撤销权和

解除权上享有的权利设置不同。如我国

信托法规定，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

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可以解除信托（信

托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而在他

益信托中，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则无权

解除信托。

④合同信托与遗嘱信托。按照信托

设立的方式不同，信托可分为合同信托

与遗嘱信托。合同信托是指根据委托人

和受托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而设立的信

托。遗嘱信托是指委托人通过订立遗嘱

或者签署遗嘱文件而设立的信托。除应

符合《信托法》的规定，合同信托还需

适用于合同法有关合同成立、生效的规

定。而遗嘱信托还需符合有关遗嘱、继

承方面法律的规定。

合同信托与遗嘱信托的区分主要

适用于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

区中，订立信托文件是设立信托的主要

方式，通过遗嘱而设立信托的情况还不

多见。而在英美法系，一方面并不要求

设立信托必须采取特定的形式，因此并

不强调合同信托的概念；另一方面，遗

嘱信托十分普遍。

⑤积极信托与消极信托。按照受托

人是否承担积极义务，信托可分为积极

信托和消极信托。积极信托又称为主动

信托，是指受托人在进行信托财产的管

理和处分时承担积极义务的信托。在现

代信托中，绝大多数是积极信托，信托

发挥了受托人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的

能动作用。消极信托又称为被动信托，

是指受托人虽然在事实上占有信托财产，

并且在法律上也对该项财产享有所有权

和负有管理或者处分的义务，但因信托

行为的规定，受托人不能积极主动地履

行这一义务，而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委

托人或受益人的指示对信托财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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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或者处分。消极信托主要存在于信

托发展的初期阶段，如今渐已少见。

⑥单一信托与集合信托。按照受托

人对所受托的信托财产实施的是个别管

理还是集合管理的不同，信托可分为单

一信托与集合信托。单一信托，又称为

个别信托，是指受托人对所受托的不同

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独立地予以管

理或者处分的信托，它是委托人与受托

人一对一协商的结果。由于委托人的意

愿千差万别，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规模情

况不一，受托人可以通过设立不同的单

一信托为委托人或受益人提供个性化、

定制化服务。集合信托又称为集团信托，

是指受托人把所受托的众多委托人的

信托财产集中成一个整体加以管理或者

处分的信托。集合信托的一大特色是存

在众多的委托人和众多的受益人，因此

对集合信托，各国一般都就其信托财产

的形成方式和对受益人保护及对不同受

益人的公平对待作了严格规定。

⑦意定信托与法定信托。按照信托

关系是否由委托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产

生，信托可分为意定信托和法定信托。

简言之，由信托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法

律行为而设立的信托就是意定信托，又

称为明示信托。意定信托分为生前信托

和遗嘱信托，前者是委托人选择以合同

或宣言方式17设立信托，后者是委托人

以遗嘱方式设立信托。

法定信托即不是由委托人明确的意

思表示设立，而是由法院推定或拟制所

产生的信托，又称为非意定信托或非明

示信托。法定信托分为回归信托（又称

为回复信托）和拟制信托两种。前者是

当委托人意思不明时，法院推定信托财

产为委托人利益而存在，受托人应将信

托财产返还给委托人或者归属于委托人

的遗产18。拟制信托则完全与委托人的

意思没有任何关系，是英美法院根据衡

 宣言信托，是委托人划出一定财产，指定自己为受托人，为他人管理或者处分信托财产而成立的信托。宣言信托的优点是信托快
速设立且费用较低，因此在一些国家中存在。

 如甲通过遗嘱设立以乙为受托人、丙为受益人的明示信托，但不幸丙先于甲亡故，而委托人未就在此种情形下信托财产如何处理、
信托利益归属何方有明确指示，法院将推定成立回归信托，以委托人为受益人，乙作为受托人应将信托利益返还给甲；如甲死亡，
信托利益构成甲的遗产，由其继承人根据继承法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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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为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以判决方

式强制设立的一种信托，故又称为强制

信托。

英美信托法对意定信托和法定信

托都予以承认。我国信托法只承认意定

信托，一般不承认法定信托，但作为例

外，规定处于一些特殊情况下，在信托

终止时可做出法定信托。例如，我国《信

托法》规定，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

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信托文件未规定

的，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一是受益人

或者其继承人；二是委托人或者其继承

人。另外，在信托财产的归属确定后将

该信托财产转移给权利归属人的过程中，

信托视为存续，权利归属人视为受益人。

又如，《信托法》规定，当公益信托终止时，

如果没有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或者信托

财产权利归属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受托人应当

将信托财产用于与原公益目的相近似的

目的，或者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具有近似

目的的公益组织或者其他公益信托。在

上述情况下，信托关系的成立或延续，不

是依据信托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基

于法律的有关规定，因此可归属于法定

信托的情形。

（2）信托业务分类与信托分类的关系

信托业务分类与信托的分类必然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信托业务是

信托行业为了盈利目的而从事、进行和

开展，属于商事信托的范畴。在实务中有

信托公司开展不盈利的公益信托业务的

事例，也同时存在着达到打造企业良好

形象、展示公司社会责任目的的考虑。

其次，所有的信托业务必须依当事

人意思表示而成立、开展，并且必须以委

托人和受托人协商一致，并签署信托合

同为前提条件，因此属于意定信托和合

同信托的范畴。

最后，信托业务可以是自益信托，也

可以是他益信托，由于法规规范以及政

策监管方面的要求，在我国信托公司经

营实务中，相当大比例属于自益信托。

例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

理办法》中规定：参与信托计划的委托

人为唯一受益人（第五条）；信托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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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

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

人转让或拆分转让（第二十九条）；动产

信托、不动产信托以及其他财产和财产

权信托进行受益权拆分转让的，应当遵

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第五十三条）；两

个以上（含两个）单一资金信托用于同

一项目的，委托人应当为符合本办法规

定的合格投资者，并适用本办法规定（第

五十二条）……这些条款都体现和强化

了我国信托业务的自益性质。自益信托

占比大的状况也广泛存在于当前世界各

国的商事信托中。信托业务可以是管理

信托，也可以是处分信托（根据信托目

的所指定的对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不同，

可将信托划分为管理信托和处分信托）。

由于信托业务的开展多以信托财产的增

值为最终目的，信托业务中以处分信托

成份居多。

（3）信托业务分类的目的和原则

按照准确、全面、科学的分类标准

对信托业务进行分类，可以达到以下几

个目的；

①可以统一和规范信托理论研究和

实务经营中的各种概念、定义、命题，避

免在术语、名称、类别上的混乱与困扰，

提升信托行业信托业务及产品的信息披

露工作的水准，以有利于信托理念在我

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及和推广，有利

于社会公众对信托行业的理解和认可。

②可以促使我国信托公司的信托业

务研发水平的提升，推动信托业务新品

种的开发与创新，解决各信托公司在全

国范围内展业所面临的标准化问题，完

善业务操作流程的统一、规范化设计，增

进信托产品的营销推介能力。

③可以帮助信托从业人员及相关各

方人士更加精准、全面地对信托业监督

管理政策进行了解和释读，做到在实务

经营中既原则又灵活地遵循、运用监管

法规，促进信托公司和监管层双方之间

的理解沟通和良性互动。

④可以促进信托行业信息技术运用

能力的提高。在组成金融业的四大支柱

中，信托业无论在整体功能定位、资产

规模、市场份额、盈利模式以及包括管



拾壹我国信托业务开发创新的路径研究

697

理信息系统应用在内的基础管理方面都

存在巨大的改进、完善、提高、进步的空间。

而在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技

术（IT）往往会带来颠覆性的商业变革或

巨大的商业机会。标准化的、科学规范

合理的信托业务分类的制定，将有益于

在行业内迅速全面深入地运用信息技术

开展业务工作，以期在激烈的金融市场

竞争中扬弃旧有商业模式，争取确立利

益分割新格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进行信

托业务分类应遵从如下原则：.

科学规范原则。信托业务分类应该

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使用的名称应当统

一、规范化，能够为信托理论和实务界

广泛接受。

全面适用原则。信托业务分类应该

具有宽覆盖、多维度的特征，应可适用

于所有的信托业务。换句话说，包括以

资金信托为主的所有信托业务都应被囊

括进来且具有共同统一的分类标准。

多级分类原则。由信托法理所决定，

信托业务的特性、功用丰富多彩，灵活

宽泛，只采取唯一的一个标准进行分类，

难以详尽描述信托业务的性质与特点，

也无法对信托产品进行更进一步深刻

细致的探究。我们可以尝试设置多级分

类，首先选择一个标准对信托业务进行

最大类别的划分，然后在各个类别下依

据第二层级的标准进行再分类。必要时，

可以进行三级乃至更多层级的划分。在

每一个层级的分类之中，应当采用一个

标准，以避免出现多个标准造成的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述多级分类原则

进行一次分类后，并不一定能穷尽描述

所有的业务种类，还可以换一个一级标

准重新开始这个循环过程。

学用结合原则。进行信托业务分类

应该将学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在坚持

严谨缜密的前提下，尽量尊重业界已经

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用语和分

类方法，以利于行业数据统计、研究开发

和整体事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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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国外信托业务分类

情况的参考与借鉴19

信托是一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

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财产管理制度和金

融制度。金融化和商业化构成了现代信

托的两大典型特征。由于世界各国基本

制度、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其信托业务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并且在

实践中一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

不断有所发展和创新。早期信托的主要

利用者是个人，但发展到现代，公司企业

早已成为信托的重要利用者。早期的信

托主要表现为一种家庭财产授予、继承

与安排、处分的民事信托，而信托的现

代化发展则将其基本法理与商事规则

巧妙、灵活地结合起来，衍生出无穷的

创造力和生命力。信托经历了从无偿到

有偿，从民事领域到商事领域，从财产

管理到金融投资，从个人私益到社会公

益的发展过程。大家普遍认为，现代意

义上的信托起源于英国，繁荣于美国，

创新在日本。故而我们选择这三个具有

代表性的主要国家，以及作为欧洲大陆

法系国家继受信托法理、开展商事信托

的代表国家德国，简要介绍其各自的信

托业务及其分类，以作为我国信托业务

的借鉴与参照。

1. 国外信托业务及其分类现状

（1）英国的信托业务及其分类

英国当代金融信托业以个人受托为

主，其承接的业务量占80%以上，而法

人受托业务则主要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兼

营，专营比例较小，而且在银行的信托业

务中，又有90%以上集中于四家大型商

业银行。从经营业务来看，英国信托业

仍偏重于传统型业务——个人受托和

公益受托。除此之外，英国的证券投资

信托也逐步盛行，信托作为一种很有活

力的保值与投资形式，已广为人们所欢

迎和使用。

①民事信托。英国的一般民事信托

按照委托人是个人抑或法人，可分为个

人信托和法人信托两大块。其中个人信

 关济出版社 ,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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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主要业务包括：财产管理、财务咨询

（包括对个人财产在管理、运用、投资以

及纳税等方面的咨询）、遗产执行、遗产

管理等。其中以财产管理和遗嘱执行为

主。法人信托的主要业务有：法人组织

的股份注册及过户；年金基金的管理；

公司债券的受托，其中又具体包括抵押

品的保管、公司债券的证明、偿债基金的

收付及本金和利息的偿还等；公司的筹

备、并购、重组、解散等相关业务的服务。

②商事信托。英国的商事信托主要

包括单位信托、开放式投资公司和投资

信托三类，主要投资对象包括公司股票、

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及一些期货、期权等。

单位信托是一种信托制开放式基

金，委托人（投资者）通过购买信托单位

的方式与单位信托管理公司达成协议并

享受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单位信

托的总数不固定，投资者随时可以买入

或者卖出。这些单位信托可分为普通型、

收入型、成长型及平衡型四种类型。有

专门投资北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

不同国家的信托产品，也有专门投资于

货币市场、金边债券等市场的单位信托。

单位信托的管理公司往往又将信托财产

交给专门的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单位信

托的受益人可以是投资者本人，也可以

是投资者指定的其他人。

开放式投资公司是公司制开放式基

金，以公司形式成立，委托人投入的信

托财产反映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

者权益上，即构成公司的股本，因此对公

司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权等权力。开放式

投资公司给予委托人或投资人的灵活性

更大。开放式投资公司可以设立多个子

基金，各个子基金可以有不同的投资策

略和方向。

投资信托是公司制封闭式基金，在

存续期内，基金份额是固定不变的，投

资者可以将信托权益转让给他人但不可

以要求基金公司赎回，这是和单位信托

及开放式投资公司所不同的。

③公益信托。英国的公益信托开展

得较早，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英国最具

特色的公益信托项目（和机构）是“国民

信托（协会）”（National.Trust），创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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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其前身是共有地保存协会。该

信托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

而保存优美或有历史价值的土地及建筑

物”（1907年英国《国民信托法》第四条

宣示），即通过筹集资金并用来购买土地

等财产从而达到保护该财产并以此来给

人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国民信托作

为一个受托法人机构，其资金来源于会

员的会费及捐赠以及门票收入、投资收

益等，其目前拥有国内外会员近400万，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缴纳会费而成为其会

员。该信托现在拥有709英里海岸线，

25万公顷自然景色优美的土地，超过

300处历史遗迹、公园、古老的纪念碑、

自然保护地等。该信托以全体会员为委

托人，公益信托机构为受托人，受益人

则通常是会员但不仅限于会员，以观光

景点为例，非会员可以通过现场购买门

票进入参观，而会员则是免费的20。

英国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信托

项目是市民信托（Civil.Trust）,1957年

创立，主要有四项工作内容：致力于改

变政府政策与态度、提升市民信托奖水

准、公民社区运动及社区营造。

（2）美国的信托业务及其分类

美国的信托业务，按委托人法律上

的性质分为三类：个人信托、法人信托、

个人和法人混合信托。个人信托包括生

前信托和身后信托两种，委托信托机构

代为处理其财产上的事务和亡后一切事

务，具体包括：受托管理财产、受托处理

财产、充当指定监护人或管理人以及代

理私人账户。法人信托主要是代理企业

和事业单位发行股票和债券（如发行公

司债券信托），进行财产管理（如商务管

理信托），代办公司的设立、改组、合并

及清理手续等业务。个人和法人混合信

托有职工持股信托、年金信托，公益金

信托等。

此外，美国还开发了许许多多新型

的信托投资工具，比如：货币市场互助

基金（MMMF）、现金管理账户（CMA）、

 根据“国民信托协会”2007-2008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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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信托基金（MTF)、融资租赁业

务，以及把信托资金投资于大额存单

（CD）、商业汇票（CP）、国库券（TB)

等短期资金市场等。美国的特色信托业

务还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Estate.

Investment.Trusts，即 REITs）、证券投

资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员工持股信托

等。伴随新技术革命，美国的信托业为

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满足投资者对资金运

用的选择要求，其业务项目还在不断扩展，

向社会公众提供了最具活力、想象力和

实用性的理财工具，这方面的创新包括

自由裁量信托、人寿保险信托、子女信

托、人生保全信托、离婚赡养信托、离岸

信托等。下面对这几种创新业务做一简

单介绍。

自由裁量信托。自由裁量信托通常

有多个受益人，信托财产的收益需要在

受益人之间进行分配。这种信托的受托

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自己决定财产收益的分配和积累事项，

比如决定是否分配收益、向哪个受益人

分配收益、何时分配以及分配多少收益

等。通常，受托人会综合考虑受益人的

收入状况和税收待遇作出具体决定。

人寿保险信托。被保险人在投保人

寿保险的同时设立一项人寿保险信托，

指定某个亲属为受益人。当被保险人死

亡后，受托人将按照信托合同的规定为

受益人管理并支付保险金，以保证受益

人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子女信托。在美国，父母为自己的子

女设立专门的财产信托是一种非常普通

的现象，其目的在于满足孩子的教育和

其他重要支出。美国税务局还给予这种

信托免税额以资鼓励。子女信托设立后，

由特定的受托人持有并管理该信托财产，

其好处在于子女虽然享有信托受益，但

不能对财产进行自由支配，这样有助于

防止子女在自理能力不足时浪费财产。

人生保全信托。这是以配偶及子女

为受益人的信托。设立这种信托的意义

在于当夫妻一方去世后，能为另一方和

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因此，这种

信托通常以配偶及子女为受益人。

离婚赡养信托。这是一种专门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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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偶为受益人而设立的信托。比较富

有的一方用部分财产设立离婚赡养信托，

目的在于为经济条件不佳的离异配偶支

付赡养费，离异配偶可以不断收到赡养

费却不能动用全部财产。

离岸信托。它又被称为国外信托，

是美国人在海外设立的专门财产信托。

设立这种信托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保护自

己的财产。

（3）日本的信托业务及其分类

信托业务是日本信托银行的本业。

信托银行在对外公示营业信托状况时，

通常都是依承诺和接受信托时信托财

产种类进行分类的，政府监管方面的统

计基本上也是依此进行。概括而言，日

本信托业务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①金钱的信托。其中包括金钱信托、

金钱信托以外之金钱的信托两类。金钱

信托，指在设立信托时委托人转移给受

托人的信托财产是货币形态的资金，到

信托终了时，受托人交给受益人的还是

货币形态的资金。在信托存续期间，受

托人则可以根据需要将信托财产转换成

其他形式（如有价证券等）。根据运用方

式的不同，金钱信托可以分为指定集合

运用金钱信托（其中又分为一般型、一

个月定期型、贷款信托收益金汇入型、

单位型）、指定单独运用金钱信托（其中

还包括适格退职年金信托、厚生年金基

金信托、确定给付企业年金信托、非适

格年金信托等种类）、特定运用金钱信

托（分为特定金钱信托和证券信托两

种）、贷款信托（收益分配型、收益满

期领取型）、投资信托等。金钱信托以

外之金钱的信托在委托人交付信托财产

时是资金，但在信托终止时可以以别的

财产形态交付于受益人。它包括基金信

托、黄金信托、员工持股信托等。

②非金钱信托。它是指金钱以外的

符合《信托法》规定的其他形式的财产

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其包括有价证券

信托、金钱债权信托（包括一般金钱债

权信托、住宅按揭贷款债权信托、租赁

信用债权信托、面向地方公共团体的债

权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及附着物

信托、附抵押公司债信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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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金钱与非金钱相兼的信托，亦可

称为综合信托。这种信托其标的物既有

货币形式的信托财产，亦有非货币形式

的信托财产，以两种以上信托财产签订

一个信托合同，主要包括公益信托、特

定赠与信托和遗赠信托三种。

（4）德国的信托业务及其分类

德国提供信托服务的金融机构根据

客户的不同通常也将信托业务划分为个

人信托业务和法人信托业务。

①个人信托。德国的个人信托业务

指信托机构承办为个人管理、监护财产，

执行遗嘱、管理遗产以及代理账户等信

托业务，其主要特点在于信托受益人多

数为委托人以外的第三人，如委托人的

家属、特定的个人等，信托财产一般为非

生产性的个人财产。德国的个人信托业

务主要为了满足客户对于不动产规划、

获取税收减免、加强财产的保密性和受

保护程度、国际投资、公益捐赠，防止受

益人挥霍而对财产进行保值增值以及使

未成年的或是伤残的受益人在经济上能

有所依靠等需求。个人信托业务针对不

同客户的个别要求，因而具有很强的灵

活性。德国主要的个人信托业务包括：财

产监护信托、退休养老信托、保险金信

托、子女保障信托、遗嘱信托、有价证券

信托、不动产信托、公益信托等。这些建

立信托的目的绝大部分也体现了信托的

传统作用，即信托在家庭财产和公益捐

赠处理事务上可以满足当事多方的有效

方法。

②法人信托。德国的法人信托业务

又称“公司信托”、“团体信托”，它是以

法人作为委托人的信托业务。在这种信

托业务中，委托人是公司、社团等法人，

受托人只能是信托公司等信托机构。

德国的银行业向来是全能型金融机

构模式的代表，这一特点在其法人信托

业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由于信托安排

所具有的灵活性，德国的金融机构可以

向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结构性

融资和证券化业务、贷款和证券的发行、

第三方账户、单位信托和共同基金的管

理、养老金和员工受益计划、公司信托

和基金会、表决权信托、公司重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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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等业务为各个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

了可以选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每一

项业务下面还有更明细的服务分类，并

且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新的

业务种类也是层出不穷。

③基金业务。在德国，基金（又称做

集合基金）绝大部分都是以信托的形式

持有。德国的基金按投资对象不同主要

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参与有价证券市

场投资的开放式基金；另一种则是以投

资房地产为主的半开放半封闭的基金。

根据受益凭证的发行对象不同，德国投

资基金还被分为大众性的公共基金（亦

称零售基金）和机构型的专项基金。前

者受益凭证的发行对象是大众投资者，

是基金市场的主流；后者则为专业机构

和法人团体，这些机构投资者主要是保

险公司、养老院、教会及基金会等。

2. 国外信托业务发展趋势

当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运营

国际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信托业务

正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并呈现出一些

新趋势。这些趋势包括：

（1）信托职能多元化

职能的多元化使信托经营渗透到国

家的一切经济生活之中，派生出各种各

样的社会机能，最主要的有三项：一是

通过信托资金的运作，发挥投资和融资

功能，促进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公益信

托的运作，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三是通过雇员收益信托的运作，配合国

家福利政策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发挥社

会安全与稳定功能。

（2）信托业务国际化

经济的一体化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

而信托业务的国际化，刺激了各国同行

业新业务的开发，促进了世界各国信托

的交流和发展，各国信托业的经营经验

日益成为共享的财富，同时信托业的国

际竞争也日益加剧。

（3）经营模式混业化

由于“全能银行”这类金融机构的

存在和运行，使信托这一独立的金融机

构概念越发模糊。信托业务与银行业务、

证券业务的结合无处不在。

（4）信托品种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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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的信托业务一直随着社会

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创新。早期信托曾被

认为是为富人服务的专利工具，而今信

托早已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中小资

产者投资理财的工具、退休养老的手段。

从信托的应用领域看，早期信托主要应

用于家庭和民事领域，但现代信托已被

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5）信托财产集中化

各个国家的信托业务在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而不断集中。无论是英美法系的

英国、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

都明显存在信托业务集中在少数大银

行、大公司手里的现象。这些国家的信

托业有通过并购重组走向更加集中的趋

势。

（6）信托交易电子化

展望未来的国外金融信托业务，它

们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客户的需求，

维持与客户的关系，提供电子化高技术

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

（7）信托兼顾公益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活动一般都

由信托机构代理经营，公益信托也日益

受到重视。

（8）养老金信托数量趋高化

近年，国外一些国家的职业年金计

划由于政府的推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其

养老信托基金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中国信托行业和从业人员，应充分

认识和了解这些趋势，促进我国信托业

务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信托业务品种标准

化的理论标准的提出

在综合考虑信托法理、信托实务相

互衔接统一的前提下，参考借鉴各类信

托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发最新成果，结合

我国信托业务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本

文提出中国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标准，

（见表1）21。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信托概念及其

 此表的制作参阅了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课题组《我国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和产品分类初步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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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关系自其诞育之日就与生俱来的禀

赋与特性，由于信托的观念在世界各国

法律体系中引入、流转、扩张与继受过程

中的境遇，信托在社会经济、商业经营

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特点，信托业务的不

断创新，使新的信托业务品种的不断涌

现将成为常态，从而信托业务品种的标

准化和分类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只要坚

持已确定的原则和目标，就可以牢牢把

握大方向，避免混乱与困惑的产生。

（四）标准化后的信托业务品

种的介绍

1. 依信托财产类型的分类：资金信

托与财产信托

资金信托和财产信托的分类在信

托公司经营实务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这是基于交付信托的财产形态而进

行的划分。在《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

三章“经营范围”第十六条列示的信托

公司可以申请经营的本外币业务种类共

十一项，其中前五项分别是：一是资金

信托；二是动产信托；三是不动产信托；

四是有价证券信托；五是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这五项涵盖了我国信托公司

当前最主要、最重要的经营业务种类和

绝大比例的利润来源构成。与资金信托

的概念相对，第二至五项可统称为财产

序号 分类标准 分类

1 委托人数
单一信托
集合信托

2 受托人职责
主动管理信托
被动管理信托

3
受益权追加

或赎回

封闭式信托
开放式信托
半开放式信托

4 信托财产类型
资金信托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财产权信托

5 受益权分层
结构化信托业务
非结构化信托业务

6 委托人性质
银信合作信托业务
保险资金信托

7 关联关系
有关联交易信托业务
非关联交易信托业务

8
信托财产
运用领域

基础设施信托
房地产信托
证券投资信托
实业
金融市场
其他信托

10
信托财产
运用方式

融资信托
投资信托
组合信托

11
业务是否具有

国际属性
国内信托
国际信托

12 信托目的
私益信托
公益信托
目的信托

表 1 信托业务品种的标准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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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在《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后

附的信托公司风险资本计算表和监管报

表中，资金信托和财产信托的区别也是

最基本的分类标准和统计数字产生的依

据。

资金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

人的信任，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

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运

用资金的行为。在信托经营金融化的全

球大趋势下，资金信托已成为各国信托

业务中开展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我国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金信托在整个信

托业务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深

强化对资金信托业务经营特点、方式的

理解，对整个信托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

现实和指导意义。

就营业信托而言，资金信托作为以

金钱或者货币资金为初始信托财产，以

资金增值为信托目的的信托业务，其特

点主要是：（1）信托财产为金钱或者资

金，这是资金信托产品区别于其他信托

产品的根本特征。（2）资金信托的委托

人，交付信托的目的几乎都与金钱的增

值目的直接相关。而在其他信托中，信托

目的可能是金钱的增值，也可能仅仅是

财产的保管、控制，或者担保等其他与金

钱增值非直接相关的事项。（3）资金信

托终止时，按照信托合同交付最终财产

归属人的信托财产，一般都是金钱，而

不是权利、实物或者其他状态、性质的

财产。在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可

以将货币转换为货币债权、国债、公司债、

股票、股权及其他投资权益等财产形态。

如果按委托人的要求达到了信托目的，

或信托期满，或信托宣告终结时，通常将

上述形态的信托财产转换为增值后的货

币交给信托受益人22。.

财产信托是指委托人以非货币形式

的财产、财产权为标的，委托受托人按

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

和处分的信托业务。按照信托财产的标

 参阅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 , 张军建译 .《信托法务与实务》[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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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可分为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知

识产权信托和其他财产权信托。

在信托法律关系源起形成、信托观

念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引进、扩张进程

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关信托的现

象、事务、案例由民事而商事、由法理而

实务的过程中，财产信托是最早产生、最

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项信托业务。在有些

国家中，资金信托虽然在整个金融信托

业务中的比重已经很高，但信托的财产

管理职能始终是最基本的要素。以动产、

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为主要内容的有形财

产信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物资交流

融通、充分利用各类资源、提高企业经

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而以

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为

主要标的的无形财产信托和财产权利信

托事例的出现、勃兴，更加凸显了信托制

度设计的灵活性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

我国信托业务实践中以资金信托业

务为主，财产信托的比例较小。近年来，

在监管政策影响和公司业务创新等多重

因素作用下，以动产、不动产、财产权利

等设定为交付信托财产的经营实务不断

增多。

2. 依委托人人数的分类：单一信托

与集合信托

根据委托人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一信

托和集合信托。只有一个委托人的信托

为单一信托；委托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

的信托为集合信托。

为简洁方便起见，本文在这里把对

于单一信托和集合信托的论述限定于在

现有业务体系下对信托公司最具重要意

义的资金信托业务范畴内。

单一资金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

个委托人的资金委托，依据委托人确定

的管理方式（指定用途），或由信托公司

代为确定的管理方式（非指定用途），单

独管理和运用货币资金的信托。单一资

金信托的委托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

期限要求和收益率期待值，这些个体性

问题都可以通过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

商业谈判达成合意后载明于信托合同

上，从而使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的差异性

特征明显。监管法规政策方面，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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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公开的要求低

于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相对而言前者更

具私密性。根据统计数字，在当前信托

公司经营中，单一资金信托业务的信托

财产规模（大致占比在七成左右）远高于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大致占比在两成左

右），是信托公司实务中一个重要的业务

种类。

集合资金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按照

委托人的意愿，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

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

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依据 2007年 3

月1日施行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管理办法》而开展。一个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的主要要素为信托计划名称、

信托资金规模、信托期限、交易的当事

人、资金运用方式、资金运用领域或对

象、风险揭示及其控制措施、交易结构

等。集合资金信托一般由信托公司根据

信托资金运用项目及资金使用人的特点，

设计交易结构和资金运用方式，拟制信

托文件，然后向不特定委托人发出设立

信托的要约，进行推介和发行，委托人予

以承诺，达成信托合同，交付信托资金，

信托生效。集合资金信托是信托公司为

募集运用资金而主动创设，鲜明地体现

了信托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和业务创新意

识及能力，使之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金

融业务。

单一资金信托与集合资金信托在资

金运用方式等方面的共性非常多，两者

之间的主要差异有两点：一是委托人地

位不同。单一资金信托业务各项要素的

确定在诸多情况都更多地体现了委托人

的意愿，而集合资金信托是典型的信托

公司设计创制的业务，信托公司作为受

托人起着主导作用。二是单一资金的委

托人在更多情形下是机构，集合资金信

托的投资者则在普遍情况下是自然人。

当然这一点并不绝对，且根据不同的公

司经营、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动等情形处

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23。.

3. 依受托人职责的分类：主动管理

信托与被动管理信托

主动管理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作为受

托人，在信托资产管理中发挥主导性作

 参阅杨林枫、张学银、易晓斌、段文鹏著 .《信托产品概述》[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8 年，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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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承担了产品推介、项目筛选、投资决

策及实施等主要管理职责，并收取合理

信托报酬的营业性信托业务。上述所列

产品推介、项目筛选、投资决策及实施等

管理职责中，信托公司将其中一至二种

职责外包给其他金融机构，但不影响受

托人主动管理地位的信托项目仍可划分

为主动管理类。主动管理类信托最主要

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信托公司作为受托

人在信托项目中处于主导地位；二是信

托公司承担主要管理职责。

被动管理类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作为

受托人，在信托项目的产品设计、客户推

介、项目筛选、投资决策等重要环节不承

担实质职责，主要承担一般信托事务的

执行职责，仅对委托人的决策、指令进

行简单的执行，并收取相对较低水平的

受托人报酬的信托业务。根据《信托公

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指引》的要求，

未被判定为主动管理类的信托项目均应

划入被动管理类。

中国银监会（或中国信托业协会）

每年会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给定一个

供参照的信托报酬率标准，在给定标准

以下（目前按千分之三认定）的信托项目，

无特殊原因，应划分为被动管理类，在

给定标准之上的信托项目，可根据业务

实际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逐一

进行分析判断。

监管政策要求，信托公司在确定了

信托项目的主动管理类或被动管理类型

后，不得随意更改，在净资本计算、监管

评级、信息披露、数据报送、管理核算等

任何工作、任何环节均应保持口径一致。

当前，监管层鼓励、提倡并引导信

托公司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本，

坚持自主管理原则，提高自主管理能力，

大力发展主动管理信托业务，加强产品

研发和投资管理团队建设，积极开发适

应市场需求的信托产品，切实为合格投

资者提供专业服务，积极推动信托业务

向高端市场发展，实现内涵式增长，提

高核心资产管理能力，打造专属业务品

牌。

例如，在银信合作业务中，要求信

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得将尽职调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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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委托给其他机构，不得将资产管理职

能委托给资金出让方或理财产品发行银

行。银信合作产品投资于政府项目的，信

托公司应全面了解地方财政收支状况、

对外负债及或有负债情况，建立并完善

地方财力评估、授信制度，科学评判地

方财政综合还款能力，禁止向出资不实、

无实际经营业务和存在不良记录的公司

开展投融资业务。

在证券投资信托业务中，要求在证

券投资信托设立后，信托公司应当亲自

处理信托事务，自主决策，并亲自履行向

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交易指令的义务，

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聘

请第三方为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提供投资

顾问服务的，投资顾问不得代为实施投

资决策。

在《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及

其信托公司风险资本计算系数的确定上，

也鲜明地体现了对于主动管理信托业务

类型的支持和对被动管理信托业务类

型的限制态度，要求信托公司根据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导向积极调整

业务结构和规模，最终目的是把信托公

司建设成为具有强大自主管理和开发创

新能力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和主流金融

机构。

4. 依信托财产运用方式的分类：融

资信托、投资信托、事务信托

这是基于信托资产的运用方式和所

发挥的功能的不同所产生的主要分类结

果。

融资类信托业务是指以资金需求方

的融资需求为驱动因素和业务起点，信

托目的以寻求信托资产的固定回报为主，

信托资产主要运用于信托设立前已事先

指定的特定项目。信托公司在此类业务

中主要承担向委托人、受益人推荐特定

项目，向特定项目索取融资本金和利息

的职责。其包括信托贷款，带有回购、回

购选择权或担保安排的股权融资型信

托，信贷资产受让信托等。

投资类信托业务是指以信托资产提

供方的资产管理需求为驱动因素和业务

起点，以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为主

要目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主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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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人功能，对信托财产进行投资

运用的信托业务，如私募股权投资信托

（PE）、证券投资信托（含私募证券投资

信托）等。此类信托包含受托人自主决

定将投资管理职责外包的形式，但不包

含法律规定、受益人（大会）决定将投资

管理职责安排给其他当事人的情形。

事务信托亦即事务管理信托，主要

是指委托人交付资金或财产给信托公

司，指令信托公司为完成信托目的，从事

事务性管理的信托业务。该类业务主要

是利用信托权益重构、名实分离、风险

隔离、信托财产独立性等制度优势，和

信托公司自身作为专业机构受托人的身

份优势，为法人和个人委托人提供的融

资或投资管理以外的信托事务管理服务

并获得收益。这类信托业务由委托人驱

动，信托公司一般不对信托财产进行主

动的管理运用，多为被动管理信托业务。

它包括股权代持、员工福利计划、股权

激励计划、财产权信托中的事务管理类

信托等24。.

5. 依信托财产运用领域的分类

它包括基础设施信托、房地产信托、

证券投资信托、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另

类投资信托等。

按照信托资产投向的不同进行分类，

可以丰富鲜明地列示分别投资运用于不

同经济领域的信托项目、业务规模及各

种比例等，对于信托业务的统计分析、

业务发展创新趋势预测等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本文将对在当前经营实务中

比较常见的几个业务种类进行介绍。

基础设施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资

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意

愿以自己的名义设立信托计划投资于交

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基础

设施项目，为受益人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基础设施信

托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发电、防洪、道路

 对于事务管理类信托作为一个信托业务品种的认定，以及事务管理类信托与被动管理类信托的关系，学术界暂存争议。本文采用

监管当局的说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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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市政工程、供水、供暖、天然气、桥

梁、污水处理、水务设施、城市改造、管

网工程等。投资方式多样，包括贷款、股

权投资、财产收益权、产业基金等。基础

设施信托一般以政府财政陆续到位的

后续资金、所投项目公司阶段性还款以

及项目预期收益形成的分红作为偿还保

证。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开展

信托业务的传统优势领域，具有广泛的

市场空间和巨大的需求潜力。

房地产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按

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

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以房地产或其

经营企业为主要运用标的，对信托财产

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房地产

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

房地产业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

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房地产信托业务

的勃兴对建立我国多样化的房地产金融

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例如，2011年多家

信托公司开展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

廉租房投融资信托业务就得到了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好评。房地产信

托业务的模式有贷款融资模式、股权投

资信托模式、财产收益权信托融资模式

（具体又可分为股权收益权信托、资产

收益权信托、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创新

型的业务模式有基金化房地产信托和即

将在我国金融实务中得到运用的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等。..

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

将集合信托计划或者单独管理的信托产

品项下资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并符

合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证券

的经营行为。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证券

投资信托业务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国内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封闭

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含 ETF和 LOF）、企业债、国债、可转

换公司债券（含分离式可转债申购）、1

天和7天国债逆回购、银行存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基金可以投资的其

他投资品种。换言之，凡是投资范围中涉

及前述投资品种的信托业务皆适用证券

投资信托业务的相关规定。在经营实务

中，此类业务的创新性品种还有阳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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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信托产品、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

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业务、

金融衍生（期货期权）品信托业务等。

私人股权投资信托，是指信托公司

将信托计划项下资金投资于未上市企

业股权、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或中国银

监会批准可以投资的其他股权的信托业

务。在我国现有投资体制框架下，以信

托契约设立基金从事私人股权投资业务

（PRIVATE.EQUITY，简称 PE，亦即私

募股权投资）相较于公司制基金、合伙

制基金两种其他方式而言，具有机构治

理灵活、激励机制高效、避免双重征税

等优势。2008年，中国银监会出台了《信

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

引》，2010年，银监会提出，鼓励信托公

司研究创新中长期的“私募基金型信托

计划”，要求信托公司自主研发……按照

风险可控、成本核算、信息披露充分的

原则进行产品设计……将来经协调可在

银行间市场交易。此信息条的传达明确

清晰，在监管政策鼓励和公司展业动力

双重作用下，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将成为

信托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一

些信托公司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实务，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业务经验，形

成了较好的市场环境和较为成熟的客户

群体25。.

另类投资信托是信托公司在推动业

务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尝试与主动创新，

充分体现了信托机理与经营高度灵活、

适应性强的优势。信托公司推出的以艺

术品、贵金属、高端红酒白酒等为投资

标的的信托产品，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由于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流动性持续泛滥、通货膨胀风险不

断加剧所引致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旺盛需

求，另类投资基金本身的高回报率，我国

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消费升级加速、

富裕人群的扩大和投资风险偏好的改变

等因素，另类投资信托业务将拥有更为

广阔的市场空间，迎来快速增长的发展

  参阅陈赤著 .《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8 年，第 297-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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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五、 信托业务创新路径之二：

        具有监管意义的信托业务

        类型研究

信托公司作为金融服务行业，具有

特殊的机构市场准入要求，即必须取得

国家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金融许

可证。取得此行政许可后，信托公司就可

以按照工商营业执照上所列示的经营范

围开展业务经营活动。一般而言，信托

公司所开展的集合和单一资金信托、财

产信托、财产权利信托、固有资金贷款、

投资运用等具体业务，只要是在经营范

围之内的正常业务，不违反相关法规的

规定，不超越相关的数额、比例限制，就

不必再申报取得该业务的行政许可（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需要在成立后向所属

银监机构报备）。但有一些业务种类例外，

信托公司欲从事开展的，必须取得国家

相关部委的行政许可。这类业务目前主

要有企业年金、信贷资产证券化、受托

境外理财、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信

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参与保

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等，这个

名单还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

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而加长，并增加

新的成员。

这类业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基

于信托法理而产生、存在和发展，产品

结构模式设计复杂，涉及相关业务合作

的机构和辅助单位众多，并且需要多个

政府部门协调共同监管；理论性强，创

新性强，运行环节多，风控要求高，需要

信托公司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备

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有相

适应的理论功底扎实、实务经验丰富、

人数和相关从业年限达到要求的业务团

队，这就是所说的需要取得业务行政许

可的创新资格类业务。这类业务一般而

言是随着一个特定、具体领域的经济思

潮、金融理论的不断生发、丰富而日趋完

善成熟，遵循由学理而实务，从试验到推

广，从发达国家创新开展到国内观察、理

解、引进、宣传、本土化施行的过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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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创新资格类业务理论上市场容

量深广，发展前景广阔，实务中政府监管

决策谨慎、稳重推进。数年来，每一个种

类只有很有限的个别信托公司可以获取

资格拓展业务，其他公司仍处于理论探

究跟踪、实务模拟准备的阶段。所以，对

于信托公司而言，创新资格类业务总体

上来说是前瞻性的、储备性的，是市场

营销波士顿矩阵中的“明星”业务（Stars），

而非“现金牛”业务（Cash.cows），是否

申报业务资格获得市场准入许可，是否

投入研发力量和各种资源要素的储备以

未雨绸缪，或选择进军哪一个具体的种

类的业务，这需要根据各信托公司的具

体情况，资源禀赋、擅长领域、核心竞争

力的有机组成情况综合判断，作出效益

最大化的决定。在此，本文对目前现有

的创新资格类业务均进行剖析，其中重

点介绍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和企业年金

业务。

（一）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

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发[2008]45号

文件”印发的《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

信托业务操作指引》是对信托公司从事

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的全面、权威的

指导性文件。其中规定：信托公司以信

托资金投资于境外未上市企业股权的，

应经中国银监会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私人股权投资信托投资于金融机构和

拟上市公司股权的，应遵守相关金融监

管部门的规定。因此，这也是一项有专

项市场准入要求的新型业务品种。私人

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本文已经在上一章中

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

（二）股指期货投资信托业务

自2010年 4月16日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推出沪深 300 指数期货以来，我

国金融市场开始有了自己的资本市场对

冲工具。从其运行情况来看，沪深 300

指数期货已成为防范资本市场系统性风

险的重要工具，股指期货市场运行平稳，

各项制度也已日趋健全，在保障资本市

场稳健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

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业务大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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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环境背景。同时，信托公司作为专

业理财机构，需要通过开展股指期货交

易业务来管理、规避、对冲随着证券投

资信托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而相应增长的

证券投资风险，丰富自身产品线，提高资

产配置效率，提高信托公司资产管理水

平，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积极创新发展。

出于这样的初衷和考虑，中国银监会以

“银监发 [2011]70 号文件”印发《信托

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这意味着信托公司

可以从事一项新的业务，开辟了新的业

务领域。《指引》从股指期货交易资格、

制度建设、专业团队、IT 系统以及交易

对手选择等多方面制订了严格的准入标

准，并对业务流程、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

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定及严格的业务风

险控制指标。《指引》要求信托公司直接

或间接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应当经中国

银监会批准，并取得股指期货交易业务

资格。《指引》明确了信托公司不同业务

范畴可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种类：信托

公司固有业务不得参与股批期货交易业

务；集合信托业务只能以套期保值、套

利为目的，且不得设计为结构化；单一信

托业务可以套期保值、套利、投机为目的

而进行设计。《指引》还规定了信托公司

申请该业务资格应具备的各种条件，应

掌握的各类原则及应遵循的各类规则

和各种比例限定，对相关信托业务合作

保管银行、期货公司、投资顾问的要求，

禁止性条款的明确等。

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是迄今为止

信托公司最新获得的有准入要求的创新

业务种类，由于该《指引》规定固有业务、

结构化集合信托计划不得参与股指期

货交易，我们认为，各信托公司积极介入

此项新业务可以从与作为投资顾问的私

募基金、期指投管团队合作为契入点，借

力“外脑”，逐步积累经验，培养内部人才，

逐渐过渡到自主管理开展业务。

截至 2011年年底，虽然该业务指

引已颁布，业内各公司在理论上处于相

同的起跑线上，但监管层出于审慎监管

的考虑，以及各公司在从业人员、IT 系

统等各种准备方面的不同水平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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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此项业务也是在业内少数公司会得

到行政许可。在政策鼓励和行业协会的

支持之下，各公司应鼓励员工积极参加

期货业从业资格考试获取资格，努力获

取期货交易工作实操经验，积极按指引

要求进行各项准备，积极进行资格申报，

争取早日获批开展此项新业务。

（三）受托境外理财业务

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是指

境内机构或居民个人将合法所有的资金

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信托，信托公司以

自己的名义按照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在

境外进行规定的金融产品投资和资产管

理的经营活动。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从事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的金融机构被称

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26。

QDII 是在货币尚未完全自由可兑换、资

本与金融账户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有控

制、有选择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

资本市场的一项制度安排，从而达到有

序引导并合理限制对外资本投资、防止

外汇资源集中流出对经济的冲击、防范

境外证券投资风险、保护国内投资者的

利益等目的。目前，商业银行、信托、证券、

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均可以申请成为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其中，对信托公司

而言，中国银监会负责信托公司代客境

外理财业务的准入管理和业务管理，国

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信托公司代客境外理

财业务的外汇额度管理。

信托公司开展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的

相关法律法规有：《信托公司受托境外

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调整信

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

的通知》，均为中国银监会在2007年颁

布实施。在“暂行办法”中明确，中国银

监会按照行政许可的有关程序和规定，

对信托公司申请办理受托境外理财业务

进行资格审批。因此，这是一项有市场

准入要求的创新业务。

  即所谓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 Q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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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保险资金间接投资

基础设施项目

2006 年 3月，中国保监会公布《保

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

办法》。这个办法分为总则、投资计划、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托管人、独立

监督人、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监督管理、

附则等十一章，整体设计框架思路完全

以信托法理为基础。

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是指委托人将其保险资金委托给受托

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意愿以自己的名

义设立投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为

受益人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

者处分的行为。其中的受托人，是指根

据投资计划约定，按照委托人意愿，为

受益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投资基础设

施项目的信托投资公司、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

专业管理机构。

该办法中规定，信托投资公司欲担

任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业务

受托人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设立

投资计划申请，除要达到所有受托人都

应符合的十一项条件外，信托公司还应

当满足注册资本金和净资产不少于12

亿元人民币、具有从事基础设施项目投

资的丰富经验等六项条件。中国保监会

从管理资产规模、公司治理、资信状况、

信用等级、管理能力、内控制度和投资计

划的项目选择、风险控制、托管安排、监

督机制等方面，对受托人提交各项申请

材料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核，并出

具审核意见书。因此，这也是一项有市

场准入要求的业务种类。

（五）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首先要了解一下资产证券化。资产

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指将缺

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

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

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并据以融资的

过程。再详细一点说，规范的资产证券

化，是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可产生

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

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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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和信用

增级（Credit.Enhancement），分离与重

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包括信用、流动性、

利率、外汇等风险），并转化成以资产产

生的现金流担保的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资产担保证券，简称 ABS）

发售给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

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持有的

ABS 权益，以 ABS发售收入偿付发起

人资产出售价款。

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发起机构来讲，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手中的实物资产，

某种在将来才能实现的权益提前转化为

资金，充分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利用财

务杠杆功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办法

有时甚至可以周转循环运用，有些类似

于基础货币的乘数放大效应。因之资产

证券化素有“点金术”之称。其本质是融

资者将被证券化的资产的未来现金收益

权转让给投资者。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

比，设立专门的SPV隔离资产风险，以

资产信用进行融资和利用证券金融工具

实现资产的高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显

著的特色27。.

资产证券化的实质在于以资产为抵

押而不是以资产的信用主体为抵押。证

券价值是某项资产的价值体现，而不是

整个企业的价值的体现。这是一种创新

的融资方式。它意味着在最糟糕的情形

下，如果将来该资产支持证券（一般情况

下为固定收益证券，即债券）的偿付出了

问题，债券持有者则不能向发债主体追

索，只能追索被证券化的企业资产所产

生的现金流。

一般认为，资产证券化有一个核心，

三个基本原则，为方便理解和记忆起见，

可叫做“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

中心：资产支撑证券以该项资产未来可

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三个基本点：资

产重组、破产隔离和信用增级。“三个基

 参阅陈赤著 .《中国信托创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视角的分析》[M]. 成都 :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8 年，第 277-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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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点”中最重要的是破产隔离（意即真

实出售）机制。

适合于资产证券化的，能够带来未

来现金流量的资产形式有：信用卡应收

款、房地产未来租金收入；飞机、汽车等

设备的未来运营收入；航空、港口及铁

路的未来运费收入；收费公路及其他公

用设施收费收入、税收及其他财政收入

等。

“如果你手中有现金流，那么就把

它证券化。”这曾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

们的口头禅。资产证券化作为近 30 年

来全球最重大、发展最快的金融创新，

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最重要

的融资工具。在中国，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它也已经从理论变成实务，从书本过渡

到践行，从间接经验变成了直接经验。

尽管有人认为肇始于2008 年并带

来巨大经济衰退与震荡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中，过度的资产证券化运作是罪魁祸

首，导致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

的爆发，但很明显，肆虐全球的金融危

机的根源、起因深刻而复杂，不能全部

归因于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风暴中，

金融衍生品整体被妖魔化了，资产证券

化的基本法理并无根本性的、原则性的

漏洞与瑕疵。任何金融工具无节制的人

为滥用、误用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我国，因全球性金融危机等因素而暂

时沉寂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在目前又有所

恢复和推动。2011年 8月，监管部门表

示国务院已经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

续扩大试点，并且监管部门正会同相关

部门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信贷

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方案。这对于饱受美

国次贷危机影响失去航向的中国金融创

新而言，无异是激动人心的一大利好，同

时也彰显了资产证券化原理的正确性、

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创新性。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理解什么是信

贷资产证券化就比较容易了。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于2005年 4月

20日发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

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在中国境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

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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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收益

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

支持证券的结构性融资活动。信贷资产

证券化试点依照的是信托原理，采用特

定目的信托形式，由特定目的信托受托

机构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上发行和交易。信托方式是中国

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现实选择。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如图1

所示。

支撑、建立、运行企业年金业务的

整体制度框架文件数量众多，包括：《信

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

民银行和银监会公告 [2005] 第 7号）、

 
 
 
 
 
 
 
 
 
 
 
 
 
 
 
 
 
 
 

 

 

 

 

 

 

 
 

 

 

 

 

 

 
 

 

 

图 1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中信信托有限公司网站（http://trust.ecitic.com）。

《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

理办法》（银监会令[2005]第3号）、《信

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 [2005].第12号）、《资产支持证券信

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

第14号）、《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担任特

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资格有关事项的通

知》（银监办发 [2005]236 号）、《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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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

[2006]5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基金字 [2006]93号）、《关于资产支持

证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有关事项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7]第2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

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

[2008]23 号）等。

2005 年 3月，国务院批准开展银

行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分别进行信贷

资产证券化（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

券化（Mortgate-backed.Security，简称

MBS）试点，同年12月，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首批资产支持证券，

其后并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做质押式回购

交易，发挥其应有的质押融资功能。截

至 2010 年12月31日，我国发行的17

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规模为670亿元。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设计思路严

格缜密，专业分工细致复杂的过程，涉及

诸多参与机构，包括发起机构、受托机构、

贷款服务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

记托管机构、其他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

务的机构，如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

构等。其中，受托机构（即特定目的信托

受托机构），是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

程中，因承诺信托而负责管理特定目的

信托财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

受托机构由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或者中

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机构担任。受托机

构从发起机构那里“购入”基础资产，创

造出新的交易结构安排，生成新的证券，

并最终将证券出售给投资者，保证资产

证券化的顺利进行。按照《信贷资产证

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的规定，在信贷

资产证券化试点中，信托公司作为特定

目的信托受托机构的职责主要有：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信托财产，持续披露

信托财产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依照信

托合同约定分配信托利益等。信托公司

作为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居于整个设

计的核心地位，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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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年金业务

年金是每隔一定相同时期（如一个

月、一年等）收入或支出相等金额的款项。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

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基金是指依法制定

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

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基金。企业

年金制度是中国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系

三大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

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体系的第二根支柱，

其功能在于提高职工退休人员生活质

量，增强企业的人才竞争能力，积累资

金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完善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企业年金基金作为养老保险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保障

体系改革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逐

步转变的重要形式，大力发展企业年金，

可以有效地缓解政府在养老保障支出方

面的财政压力，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的现实选择。国家推动企业年金制度

建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体现公平原则，

弥平企业退休人员与公务员、事业单位

人员在退休待遇上的过大差距，减少社

会矛盾。所以，企业及其职工对此事是

很有积极性的。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企业年金是一

种稳定资金，追求安全性甚于回报率，

操作风险相对较小，介入、参与企业年金

事业是相关金融机构竞相争取的业务。

企业年金制度建立运行之初，当时

的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明确表示，“企

业年金应属于养老保障体系，而不是养

老保险体系”，补充养老保险名称规范

为企业年金，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意义在

于政府对于养老保障制度的重新定位。

企业年金是企业的保障计划和企业的制

度，它不是商业保险，企业年金的制度格

局是“政府扶持，企业自主建立和管理，

政府监管”。

支撑、建立、运行企业年金业务的

整体制度框架文件包括：以前的国家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 年出台《企业

年金试行办法》；同时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

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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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2011年《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令

第11.号公布，于2011.年 5.月1.日起施

行，2004.年颁行的试行办法废止。国家

推行企业年金事业实行至今已7年，从

无到有，发展壮大，已成气候。实践的发

展与当初法规的设想有诸多不一致之处，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就是对

企业年金事业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形

成的一些操作办法、创新模式以部门规

章形式进行法规层面的追认和肯定，同

时对原法规中已不适用、不适应形势发

展的条款进行删减和修改，从这两个方

面消除冲突矛盾和不确定因素，以促进

整体事业的继续发展。

企业年金的管理包括六个主体：委

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账户管理人、投

资管理人、托管人，遵从两层法律关系：

信托关系（企业及其职工作为年金委托

人与企业年金理事会或者法人受托机构

作为受托人之间）和委托代理关系（受

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

人之间）。按照最新的基金管理办法：一

个企业年金计划应当只有一个受托人，

一个账户管理人，一个托管人和适量的

投资管理人；明确托管人只能是商业银

行；明确受托人与托管人、托管人与投资

管理人不得兼任；明确法人受托机构可

以兼任账户管理人或投资管理人；明确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集合计划、企业年

金基金、企业年金计划的投资组合的定

义及其运作。这些都是信托法理、信托

关系的体现。

年金管理以信托型为基本模式，吸

取公司型和信托型的优点，采用包容契

约型产品的办法。而信托公司是依据信

托法理成立，最纯粹按信托法律关系来

经营信托业务展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其

具备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破产隔离功

能、信托业务在资金投资运用方面贯通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产业市场的特性，

更是信托公司所具有的独特卖点，其他

金融机构无法比拟。

2005 年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信

托投资公司申请从事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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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信托投资

公司可以担任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受托人

和投资管理人，从事受托事务和投资管

理业务。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明

确法人受托机构可以兼任账户管理人

或投资管理人，这就是信托公司在整个

企业年金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任

务。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已以法定形式确定了

我国企业年金“信托型”管理模式。按

照两个办法，我国信托型企业年金的运

作架构是以受托人为责任中心，并实行

独立的资产托管，基于我国目前的法律

制度和金融业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现

实情况，信托公司是法律意义上担当法

人受托机构最规范的主体。我国企业年

金政策在借鉴国际先进实践经验，并经

过长期研究论证后选定了“信托型”的

模式，充分证明了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

等特点在保障年金财产安全上独特的制

度优势。信托公司作为我国经营信托业

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完全可以为推动我

国企业年金事业稳定健康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

在投资管理方面，随着未来企业年

金投资范围的逐步有序放开，在财产运

用方面信托公司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正

在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投资能力，将会为

年金资产的保值增值起到积极的作用。

长远来看，在账户管理方面，由于账户

管理的功能在许多方面是和受托人功能

紧密关联、互相交织的，因此，由受托人

同时承担账户管理的作用，无论是从成

本还是效率与服务质量看，都有明显的

好处。

同时，我国企业年金以缴费确定型

计划（DC计划）为模式，其特点在于简

便易行，透明度高；缴费水平可以根据企

业经营利润水平灵活调整；职工个人承

担相关投资风险，企业不负担额外的给

付义务。这些特点都更适合作为资产管

理机构的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来做。

按照法规规范，企业年金业务的受

托人可以是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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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的“某某公司企业年金理事会”，

二是法人受托机构。年金理事会由企业

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不是法人，比较

能够满足大企业自己管钱的需要，弊端

在于企业年金理事会是自然人的集合，

如果年金资产损失，理事个人在法理上

要先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再向各种代理

人追索），并且这种方案委托人（企业）

和受托人有重合的嫌疑，信托机制缺位。

法人机构受托对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有利，

有很多优势，并且特别适合于中小企业

联合建立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信托公

司可以提供一揽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并可直接用年金资金投资于信托产品，

这是信托公司作为年金基金管理的受托

人和投资管理人两方面从长远考虑的优

势所在。这方面有美国的“全国退休教

师养老基金”运作模式为样板。

总之，信托公司在企业年金业务方

面与其他机构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居于核心地位，发挥重大作用28。.

六、 信托业务创新路径之三：

市场竞争与监管博弈推动下的

创新型信托业务品种研究

在构成金融市场体系的众多主体中，

完全可以说，信托业是金融创新的急先

锋。信托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创新，并不是

简单、肤浅地追求与不断更新的监管法

规的表面契合，而是对旧有业务的扬弃

与继承，是推动真正的业务转型与升级，

是在基于组织体系、业务程序再造环节

之上新品研发与创新设计，是为了使信

托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和应用范围的广泛

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说市场竞争

压力所推动的创新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

共性，那么监管博弈所推动的创新就可

视为由于信托与生俱来的对抗法律（特

别是税法）的天性而突出显现的特质。

这方面的情形请参见（见表 2）。

 2005 年 12 月，联华信托公司发行的“联信 . 宝利 7 号”理财产品，是国内首个夹层融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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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信托业务创新与监管政策关系简表

信托业
务创新

创新
原因 监管日期及事项 被监管原因

票据
信托

票据市
场融资
需求

2012-01.道义劝告
2012-02.《关于信托公司票据信托业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该业务帮助银行腾挪
信贷额度，票据贴现被
过度炒作

信贷类
银信合
作产品

银行腾
挪信贷
额度

2009-12.111号文
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
贷资产或票据资产
2009-12.13 号文规范流程和强调真实性
2010-08.72 号文
1.信托公司不得安排通道类业务
2.产品期限不得低于1年，产品不得为开放式
3.投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
于30%
2011-08.7号文强化商业银行银信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
内的规定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自
身信贷资产道德风险
高，防范业务“虚拟化”

防止信托公司管理不
尽职技信贷资产与产
品期限错配造成无法
合理计算成本收益

防止银行将表内资产表
外化，腾挪信贷额度

证券投
资类业
务

展业需
要与客
户需求

2010-02.2 号文
1.信托公司在开展结构化信托业务前应对信托投资者进行风
险适应性评估，确定优先 /劣后比例
2. 科学合理地设置止损线
2009-02.11号文在信托文件中明确约定是否设置止损线，
即可以不设置止损线

传统房
地产业
务

房地产
融资需
求

2010-12.343 号文
要求对信托公司房地产业务自查并由各地银监局核查，防范
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
2010-02.54号文
1.信托公司发放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满足“四证”齐全，
二级资质，项目资本金达到国家最低要求
2.信托公司不得以信托资金发放土地储备贷款
2009-03.25 号文
1.不得向未取得“四证”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但信托公司
最近一年监管评级 2C（含）以上、经营稳健、风险管理水平
良好的可向取得“三证”的项目发放贷款
2.申请贷款的房地产企业或控股股东资质不低于二级，但发
放贷款的信托公司最近一年监管评级 2C（含）以上、经营稳
健、风险管理水平良好的除外
3. 项目资本金比例不低于35%
4.严禁以商品房预售回购的方式变相发放房地产贷款

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
加大，业务进入集中兑
付期

传统型
PE 业
务

PE 融
资需求

2012-12.以前
有信托股东的 IPO 不予审批
2012-12.《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
明确打通计算股东人数

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关
于发起人股权明晰的
规定相符

参加股
指期货

组合投
资需求

2011-06.70 号文
规范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

实际上不是监管，而是
推广

资料来源：普益财富金融理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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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的本质是基于破产隔离的、优

化资源配置的新的组织形式，并且具备

不断创新的先天素质，永无止境的产品

创新正是信托及其行业的魅力所在。新

中国新时期的信托业从改革开放恢复营

业以来只有三十年的时间，遵循“一法两

规”新政，依据真正的信托法理，从事真

正的信托业务的时间就更显短促了。但

在最近的十年中，信托业的创新层出不

穷，信托公司近年来一直是中国金融创

新的领跑者。本文以下简述的几个例子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遵循这条路径的

创新产品在所有创新中数量占比最大，

“含金量”最高。

（一）基金化信托产品

不论从政策导向还是从市场内生需

求两方面来说，信托计划的基金化运作

都是信托业务发展不容置疑的方向和不

可逆转的趋势。近年来，这方面的创新

模式是：各信托公司根据自己的资源禀

赋、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选择一个

专业化经营的领域，其集合信托产品模

仿基金运作，先确定投资方向、投资原

则和投资策略的运作模式，通过产品的

系列化、品牌化，努力弥补信托规模微

小造成的各种先天不足，并结合产品的

系列化推进产品的标准化。而在流动性

约束方面，通过做市商制度的引入等方

式努力建立替代机制。产品的系列化和

品牌化提高了产品的运作效率，降低了

营销成本，实现了规模效益。这些基金

化信托产品虽然未能证券化和完全标准

化，但是通过产品的系列化实现了大规

模的重复复制化和品牌化，从而塑造了

良好的专业理财投资管理机构的社会形

象。

（二）结构化信托产品

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

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

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

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

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

同层级的受益权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

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该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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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2 月，联华信托公司发行的“联信 . 宝利 7 号”理财产品，是国内首个夹层融资案例。

托产品通过止损条款的设置，使其在解

决风险防控、退出机制等方面发挥独特

作用。结构化信托是近年来信托业广泛

运用的创新型金融产品模式，很好地展

现了信托制度的优越性和信托产品设计

的灵活性，已被广泛运用于房地产信托、

证券投资类信托等诸多领域，业已成为

国内金融信托领域实现产品专业化和个

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夹层融资信托产品

夹层融资是处于股权和普通债务融

资之间的一种融资方式，夹层融资是私

募股权资本市场的一种投资形式，是传

统创业投资的演进和扩展。信托公司借

鉴欧美国家的夹层融资概念，将夹层融

资嫁接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推出了以

夹层融资为特色的创新型集合资金信

托产品29。.

（四）伞形信托

伞形信托是借鉴伞形基金的产物。

伞形信托指同一个信托产品之中包含两

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别的子信托，投资

者可根据投资偏好自由选择其中一种或

几种进行组合投资，满足不同的投资需

要。根据具体情况，伞形信托下的子信

托主要有下列类型和情况：第一，各个

子信托的资金运用于同一个企业，运用

方式相同，但信托期限与预计收益率不

同；第二，各个子信托的资金运用于不

同的多个企业，每个企业的资金信托期

限与预计收益率不同；第三，每个子信

托的资金运用方式不同，运用对象、期

限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五）链式信托

链式信托是由多个单一或者集合资

金信托组成的信托，链式信托虽然由不

同的多个信托组合而成，但是在法律性

质上乃至实际管理运作上都是一个整

体，所有的子信托都由同一受托人对链

式信托进行统一运作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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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信托与伞形信托的差异主要在

于伞形信托是一个信托整体因为期限、

运用方式等不同分化为不同的子信托，

且各个子信托可以运用于不同的项目。

而链式信托则是几个本身就独立存在的

信托被置于同一个受托人，作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进行管理，并运用于同一个项

目。

（六）资产收益权信托产品

把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及财产权利

的所有权（一般分为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四项权能）中的收益权独立出来，以

信托资金进行投资受让，或者以资产收

益权单独交付成为信托财产，再以信托

受益权转让形式完成产品设计，这可能

是信托公司可以申请专利的业务与产品

创新，近年来成为业界主流模式，并且衍

生出了商业银行投资于受益权的理财产

品、投资或者受让受益权的集合资金信

托产品（由信托公司另行发行一个集合

资金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整体专项用

于投资或者说受让另外一个由本公司或

其他公司担任受托人的非资金信托的受

益权）等。

受益权转让的信托产品出现的原因

如下：首先，这类产品具有其存在的法理

基础，同时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

财产、权利及其收益权与金钱就其均存

在内在价值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异，而且

两者之间是可以转换的。一些具有稳定

现金流入或者预期收益的财产或者权

利，是可以以未来的现金流入或者预期

收益作为基础进行融资的。其次，一些

财产及项目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需要

或者不适合通过资金信托的方式进行

融资，或者更适合受益权转让方式融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受益权转让的

信托产品最初是作为一种规避制度限制

的金融创新出现的。受益权受让的信托

产品在信托公司恢复营业之后不久就被

信托公司开发创制出来，虽然具体的模

式有所差异，但是基本的模式都是先设

立一个财产权信托或者不动产信托，然

后由信托公司将受益权向投资者转让，

以达到融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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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类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色和

特殊用途，使其具有独立存在的合理性，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30。

（七）私募阳光化信托

私募阳光化信托亦可称为阳光私募

信托、阳光私募基金，其意就是“通过信

托渠道使私募基金阳光化运作”，是借

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

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

报告的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阳光私

募基金与一般（即所谓“灰色的”）私募

证券基金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化，透明

化，由于借助信托公司平台发行能保证

私募认购者的资金安全。阳光私募基金

主要投资于证券流通与交易市场，与私

募股权基金重点投资于实业股权市场在

投资对象上有所区别。与阳光私募基金

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公募证投基金。阳

光私募基金一般存在两种形式：“结构

化”和“开放式”。从“通过信托渠道使

私募基金阳光化运作”这个意义上及经

营实务上来讲，私募阳光化信托又侧重

更多指向“开放式”这一类别。所谓开放

式，即信托计划认购者需要承担所有投

资风险及享受大部分的投资收益，私募

基金公司不承诺收益保障。私募阳光化

信托肇始于2004 年“赤子之心”证券

投资集合信托计划的推出，而业界普遍

把2007年定义为中国阳光私募的“元年”，

主要原因在于2007年起不少公募基金

经理开始陆续投身私募，为阳光私募带

来了公募基金规范的运作理念。随着中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阶层的需求成

为滋养阳光私募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而阳光私募的优秀业绩、追求绝对回报

的理念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在近年获得

了爆发式增长。通过信托的机理、平台

而使私募阳光化并增益受托管理资金规

模，在财富管理领域成为一朵大放异彩

之奇葩，又一次充分体现了信托设计精

  本章前六种所列示信托业务创新的内容，请参阅杨林枫、张学银、易晓斌、段文鹏著 . 《信托产品概述》[M].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 2008 年，第 151-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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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运用广泛的创新特质。.

（八）TOT/TOF 信托

TOT/TOF(Trust.of.Trust/Trust.of.

Fund)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信托中的信托”、

“基金中的信托”，是一种专门投资信

托产品的信托。从广义上讲，TOT/TOF

是 FOF（Fund.of.Fund, 基金中的基金）

的一个小分类，而在国内，TOT普遍被

认为是“私募中的私募”，FOF则被普遍

认为是“公募中的公募”。

目前国内TOT/TOF的普遍操作模

式为由信托公司要约募资成立母信托产

品，由母信托产品选择已成立的阳光私

募信托计划进行投资配置，形成一个母

信托产品投资多个子信托的信托组合产

品。

出现TOT/TOF 这样的创新产品的

原因是：首先从基金诞生的起因来考察，

是由于二级市场的股票不断增多且个体

差异分化明显，使得普通投资者的选股

难度加大，于是就有了普通投资者将自

己的资金交由专业从事股票研究及投资

的机构来进行股票投资的需求，基金就

应运而生。同样的，随着基金市场的不

断发展壮大，基金的个数也越来越多，

业绩差异也不断加大，这就增加了基金

投资者的选择难度，于是就会产生专门

研究基金的机构去帮助基民选择基金，

TOT/TOF 就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同

时，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的私募基金

业已颇具规模，产品数目也已超过500

只，个体收益率差异较大，而私募产品的

投资门槛又较高，所以对于资金量不是

很充裕的投资者而言，无法做到在不同

风格间进行有效的组合搭配，在购买单

个私募产品时就存在较大的非系统性风

险。而通过投资 TOT/TOF则可以通过

调研和优选，平衡不同私募间的优劣，

让产品业绩在某个期间的表现不至过于

落后。　　

对比其他基金产品，TOT/TOF产品

比较适合金融投资知识不足，或者没有

充足空闲时间研究分析投资机会，同时

又希望在控制好亏损风险的前提下，取

得较稳健的中长期投资回报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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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越来越多 TOT/TOF产品的发行

面市，可以预见，这种产品未来的发展空

间巨大，是最具前途的阳光私募产品，将

成为未来投资新趋势。

（九）“有限合伙+ 信托”

所谓“有限合伙+信托”，亦可称为

信托合伙制，指的是信托公司发行信托

产品计划向出资人募集资金，并以信托

产品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合伙制

企业，而专业投资者或私募基金团队则

作为普通合伙人（GP）或者投资顾问提

供投资决策，并按条款约定收取相应管

理费和利润分红的私募组织形式。在“有

限合伙制信托投资基金”中，私募投资

机构是主要的操作者，投资顾问提供投

资经验作为智囊，而信托可以保障投资

者集合资金的独立性，可以保证被用于

合同约定的投资项目（比如只能参与二

级市场定向增发），这样就规避了私募

机构拿客户的资金违规操作的风险。这

种业务模式首先是信托公司为了突破信

托公司证券账户限制而进行的业务创新

和制度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中来看，这

种创新模式出现后也可运用于私募股权

投资信托等其它业务中，运用范围还是

很广泛的。

此外，像股权表决权信托、挂钩利

率、汇率、CPI等指标的信托产品等，都

是信托公司在监管政策约束和市场拓展

要求双重压力下所进行的产品创新，都

得到了迅速的复制和推广，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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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 年以来，随着资管市场放开、银信合作萎缩、政信项目收紧以及利率市场化

等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信托公司传统的赖以生存的业务模式受到了威胁，信托公

司回归自主管理的发展道路迫在眉睫。在“泛资管时代”，信托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在发展中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是信托公司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信托产品的基金

化有望成为信托公司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有利于信托公司更好地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安全稳健、更具流动性和透明化的信托理财产品，有利

于让更多投资者享受到信托这种普惠金融模式的益处。但是基于政策限制等多方面原

因，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基金化信托产品还未出现。

本文围绕信托产品基金化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以期对国内信托行业信托产品基

金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首先，明确信托产品基金化的概念、特点和意义；其次，

对目前国内现有的类基金化信托产品进行归纳总结，并考察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

发展状况；最后，通过综合分析国内信托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基

金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信托产品基金化发展的可行模式。

关键词：泛资管时代  信托基金化  产业投资基金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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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

1979 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

成立翻开了中国信托的新篇章，自此中

国信托公司重新恢复设立。三十多年

来，中国信托业一直在摸索中前进，一方

面在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经历了

1982 年、1985 年、1988 年、1993 年、

1999 年 5次清理整顿，走过的可谓是

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

随着2007年“新两规”的出台，中

国信托业逐渐转变最初的混业经营、自

身定位模糊、偏离信托本源业务的状况，

信托功能定位逐渐明晰，立足于信托本

源业务，成为真正经营信托业务的专业

化资产管理机构。2010年中国银监会颁

布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进一

步引导信托公司发展主动管理型业务，

对中国的信托业发展产生了质的影响。

自此，中国信托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它与《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组成“一法三规”，成为新时期信托业的

主要监管政策依据。

“新两规”颁布以来，信托行业管

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快速提升，2012年信

托资产规模达到7.47 万亿元，超过保险

业资产总额，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

金融部门。而到2013年第二季度，信托

资产规模已经突破9.45万亿元，虽然离

10万亿元仅咫尺之遥，但是 2012 年下

半年以来，随着券商、基金等其他金融行

业进军泛资产管理领域，信托业增速放

缓的预期与日俱增。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层陆续

颁布了《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

品的通知》、《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一系列法规

及配套实施细则，对保险、券商、基金等

金融同业在资产管理业务政策上密集松

绑。这就意味着上述机构可以开展与信

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信托业

如何在更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成为当

下亟需面对的最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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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信合作业务的迅速发展是信托

公司信托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

一。自2007年起，银行与信托公司大力

开展业务合作，成为商业银行拓展中间

业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重要手段，也

使得信托规模大幅扩张。但是银信合作

业务大都属于通道性质的业务，对信托

公司提升资产管理能力和利润水平贡献

甚微，更重要的是，该类业务成为了银行

规避监管政策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近几年银信合作类业务

增长势头受到明显抑制，监管部门也多

次出台政策规范银信合作业务，2013年

3月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规范商业银

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融资类”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进一步

规范，致使银信合作业务明显萎缩。

政信合作类业务也一直是信托公司

主要的信托业务品种。对地方政府而言，

这种模式回避了繁琐的贷款审核程序，

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对信托

公司而言，则开辟了一条新的盈利渠道。

该业务在2012 年发展势头尤其迅猛。

然而，2012年年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出《关

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

知》（“463号文”），文件对地方融资平

台的公益类项目融资作出了规范，尤其

针对地方政府与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

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业

务。同时，根据“463号文”，地方各级政

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

继续严格按照《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等

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

单位及社会团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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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

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的回购（BT）协

议提供担保。“463号文”的出台，使得

政信项目的发行速度明显放缓。

2013年 8月1日，国家审计署正式

启动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工作，这是继

2011年之后，国务院对政府性债务尤其

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又一次“彻底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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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进一步对该业务产生抑制性作用。

2013 年 7月央行全面放开了金融

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

正在逐步推进，一旦我国利率制度实现

全方位市场化改革，包括存款利率放开，

将会给信托公司现有的业务模式和盈利

水平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中国人民大

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对此

指出：“信托公司在业务模式上，要逐步

弱化和压缩与银行同质性竞争的债权贷

款业务，特别要减少那些‘点对点’的项

目融资型的贷款业务。从而扬长避短，

发挥信托制度的特有优势，以基金化的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和高端、机构客户单

一资金信托业务作为信托公司突显信

托本源业务的两个基轴，引领公司信托

主业的发展。”

总体而言，随着资管市场放开、银信

合作萎缩、政信项目收紧和利率市场化

等一系列政策环境的变化，信托公司的

转型已迫在眉睫，缩减通道业务，提升自

主管理能力，回归自主管理的发展道路，

寻求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将成为未来信托

公司的必然选择。信托公司应该发挥信

托跨市场、运用方式灵活等优势，提升

竞争力，而推出差异化的产品正是提升

竞争力的关键。在这种背景下，信托产品

的基金化成为信托公司塑造核心资产管

理能力的利器，邢成也指出“在产品创新

上，信托公司应当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

展战略和目标，要有长远眼光，发挥主

动管理的功能，重点运用投资手段、证

券化工具以及制度设计和法律关系安排

等专有的信托优势，创新开展资产证券

化信托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业务、个人财富管

理信托业务、基础设施信托基金业务、

年金基金管理信托业务等，进而与其他

金融机构形成差异化定位”。①因此，深

入研究和积极推广基金化业务，是中国

①信托专家谈利率市场化对信托业的影响 .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8/16/c_125182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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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业务转型的必由之路，只有这

样才能使信托公司在未来中国深刻的市

场化改革和激烈竞争的资管市场中独树

一帜。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当前，信托产品的基金化在我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信托公司推出的大多数

基金化产品均属于类基金化的范畴，仅

具备基金的某一项或几项特征，真正意

义上的信托基金产品在我国信托市场上

并未出现，而信托公司推进基金化产品

创新的进程又迫在眉睫。因此，本文针

对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基金进行研究，为

以后国内信托业开展基金化产品提供一

定的理论支持。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由若干资

产构成的资产组合的投资风险低于单一

资产的投资风险。为此，信托公司应积

极创新探索基金类信托产品，改变目前

以单一项目融资为中心的业务模式。基

金化信托产品的特点是建立“资金池”，

不再局限于一对一的“资金”和“项目”

的对接制，而是转向大范围、多领域，运

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包括股权投资、权

益投资、贷款、证券投资等。研究和探讨

信托产品基金化问题对中国信托业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信托产品基金化有利于信托公司为

经济发展提供更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

行业的发展依托于实体经济，又服务于

实体经济。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产业

投资基金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能起到

比较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来看，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已经成了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信托产品基金化，

能有效集合规模资金，给予实体经济持

续稳定的资本支持。

信托产品基金化有利于使信托这种

先进的生产关系惠及更多民众。金融行

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显现出高端化趋

势，以信托行业为例，其客户群体基本被

锁定为高端客户，100万元的投资起点

让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分享到信托投资

收益。如何让信托这种普惠式金融模式

能够惠及中小投资者，如何在追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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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亦兼顾到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我国金融行业发展需要直面的问

题，而信托产品基金化综合了信托与基

金各自的特点，通过制度优势的整合让

更多中小投资者可以分享到信托的投资

收益，从而推进金融行业的发展。

信托产品基金化有利于促进信托行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基金化从客观上要

求信托公司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具市场

竞争力的资产管理服务，形成在产品研

发、产品设计、风险控制、投资决策和市

场营销等环节上的竞争优势，因此基金

化有助于提升信托公司自主管理能力，

提高公司竞争力。回顾信托行业近几年

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信托业务种类转

换频繁，房地产贷款信托、新股申购信托、

阳光私募、银信合作理财业务、信政合

作业务等均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信托公司

的热点业务，但持续时间并不长。究其

原因，主要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可复制

性较强，未能形成信托公司独特的竞争

优势，缺乏持续发展的潜力，而基金化产

品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推动信托行业可

持续发展。

信托产品基金化有利于为投资者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在不同项目、不同

产品、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组合投

资，最大程度地分散风险，保障投资收益，

避免单体信托项目风险而引发的信托产

品兑付风险。此外，基金化信托产品一

般设计为弹性期限并附有相应的赎回条

款，这无疑增强了信托产品的流动性。信

托产品的流动性是缓释风险的重要因素，

对于信托公司乃至信托行业而言都具有

重要意义，信托产品的基金化亦会促进

监管层加速构建信托产品的流通市场，

从而有效解决长期以来投资者无法转让

信托产品的难题。

综上所述，信托公司应以基金化业

务作为突破口，实现从广种薄收、以量

取胜、片面追求规模的外延式经营模式，

向精耕细作、提高业务技术含量和产品

附加值的内涵式自主发展模式升级转型，

使信托公司成长为具有核心资管能力的

专业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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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1.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监管政策及经营环境的差异，

国外没有明确的信托基金化概念。从资

金运用领域的角度看，国外非公开募集

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领域

的基金都很发达。对于国内信托公司而

言，若要发展真正意义的基金化信托产

品，我们认为国外的产业投资基金对于

国内信托产品基金化的研究更有借鉴意

义。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国外产业投资基

金的分析研究。国外对产业投资基金的

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领

域主要集中在资本来源、监督控制、投

资决策和退出机制等方面。

关于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理论模型的研

究，乔治亚大学Mull.Frederick.Hobert(1990)

认为，产业投资基金作为金融中介，介

入其所投资的项目，通过采用减少信息

不对称、降低风险、降低自身和经营高

风险项目的企业家之间代理成本的方

式和手段来发挥作用。科罗拉多大学的

Thompson.Richard.Charles(1993)认为，

产业投资基金不仅仅是将股本资金注入

所投资的公司，而且需要将自己的专家

技术也注入其中，即为企业提供除资金

外的专业技术服务。通过技术服务的方

式来保护自己的投资，并确保公司朝着

投资家的目标发展，用来获得高于平均

水平的投资回报。

关于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和

构成的研究，Gompers 和 Lerner(1979)

在对产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构成的研究中

指出，风险融资的发展可能会由于对特

定投资者的投资限制而受到抑制，因而

机构投资者对产业基金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资金的募集与监

管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

通过对国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

制和运作模式的研究，Sahlman.William.

A.(1988) 指出，美国产业投资基金从组

织形式上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所采用的典型组织形式为有限合

伙制，之所以采用这种组织机构的关

注点在于养老金、大学和慈善机构等机

构投资者是免税体，通过与这些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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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投资机构的有限合伙制能够实现它

们的免税地位。哈佛大学的Hart.Myra.

Maloney(1995) 教授提出，企业的目的

如果以追求超优业绩为主要目标，那么

企业家的经验——尤其是行业的经验

是在选择项目时需要重点予以考虑的重

要资源要素。Jeffrey.J.Treste(1998) 认

为首先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信息是对

称的，才能够进行协议的签订，而当协

议签订后，才会开始发生信息不对称。

Ackermann，McEnally 和 Ravenscraft

以及 Liang(1999) 的研究同样表明，产

业投资基金在决策机制、费率结构、激

励机制、规模以及投资策略等方面都有

着显著的优势。

关于对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方式的

研 究，Bygrave 和 Timmons(1992)、

Compers 和 Lerner(1999) 通过实证，认

为在同等条件下，IPO是利润最高的退

出方式，IPO市场表现已成为产业投资

业的景气指标。Tykvova(2002) 认为，产

业投资基金应选择边际利润为零时退出

企业，产业投资基金需要在基金期满前

退出所有投资。

关于对产业投资基金与公司治理

关系的研究，Lerner(1995) 对此进行了

实证分析。Lerner 认为，产业投资基金

的介入有助于金融中介在被投资企业中

发挥监督控制职能的增强。Kaplan 和

Stromberg(2001) 则为这一假设提供了

最为直接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发现，产

业投资基金在创业公司管理层的选拔过

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如此，Kaplan

和 Stromberg(2000) 对 10 家产业投资

机构进行了调查研究，产业投资家比较

关注项目企业的市场规模、公司战略、技

术、竞争、管理团队以及投资条款。

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信托产品的基金化模式在中国是一

个相对较新鲜的事物，随着泛资管时代

的到来及一系列监管政策的收紧，信托

产品基金化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提及，也被视为中国信托公司回归自主

管理发展道路、向信托本源业务转型的

利器。

何涛、蒋晓东（2007）给出了集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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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托向产业投资基金转型的必要性分

析，并对信托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

文中指出了集合资金信托期限较短、规

模有限、流动性差等缺陷及向产业投资

基金转型所面临的障碍，并给出了如何

转型的几点建议。王维华（2011）基于基

金化产品的视角对信托公司转型的逻辑

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金化产品与

信托公司自主管理能力具有相互适应性。

贾凡（2012）提出了新政体系下信托公

司业务模式转型迫在眉睫，而基金化产

品是信托公司向自主管理转型的理想选

择，其给出了基金化产品的几个可行方向，

如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股权

投资基金、基金中的基金等。2012 年信

托行业专题研究报告中也有文章对信托

基金化模式进行了研究。

虽然国内对信托产品基金化的研究

比较少，但是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研究相

对较多也较早。在国内产业投资基金组

织形式方面，田宇 (2004) 运用制度经济

学的一般原理，对有限合伙制、公司制

和信托基金制三种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形

式的制度优势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地总结，

这对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投资基金

组织形式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欧阳良

宜 (2008) 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

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

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度规范和税收优势，

应该成为未来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

形式。

在国内产业投资基金运行模式方面，

季敏波 (2000) 通过分析国内外产业投

资基金的产生与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

类型、生命周期等内容，对产业投资基金

作了明晰的界定和全面的比较分析，并

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刘昕

(2004) 在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理论与实务

研究中按照产业投资基金募集、治理、

投资到退出的运作过程，将产业投资基

金的治理理论与具体产业投资基金的方

案设计结合起来，以解决现实中产业投

资基金运作的许多问题。戴相龙(2007)②

提出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帮助民营企

 ②戴相龙：民企要善于利用资本市场 . 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070611/n250508782.shtml）

 ②戴相龙：民企要善于利用资本市场 . 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070611/n2505087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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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获得更多资本，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融

资服务。王恺、冯卫华等 (2007) 对滨海

新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进行了研

究。

在国内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机制方面，

佟国顺 (2001) 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

情况，并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成功经

验，提出建立适合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

三种产业投资退出方式(首次公开上市、

股份转让与企业出售、公司清理 )，并同

时对这三种方式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分

析。曹文炼 (2007) 在比较外国产业投资

基金运行模式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产业

投资基金不仅强调上市为退出机制，红

利分配也应该是重要的分配途径。

（四）论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对选题背景进

行了描述，进而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

意义，最后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

综述。

第二章对信托产品基金化模式在国

内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归纳总结。首先对

信托产品基金化的概念及主要特点进行

了描述；然后针对国内刚刚起步的几类

基金化产品进行举例分析，如现金管理

类信托计划、产业投资信托计划及证券

投资信托计划等；最后归纳总结了当前

国内基金化产品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介绍了国外信托基金的发展

模式。首先对国外的信托基金进行了大

致的介绍与分类，然后分别介绍了美、日、

欧等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模

式，为研究我国信托产品基金化的可行

模式提供了思路与理论支持。

第四章作为本文的重点，对我国信

托产品基金化的可行模式进行了研究。

综合对比分析第三章中论述的发达国家

的产业投资基金的经验，以及考虑到目

前我国泛资管时代及金融分业管制的背

景情况，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托产

品基金化的具体构思，分别在基金收益

率、基金规模及基金运行模式等方面进

行了论述。

第五章针对我国开展信托基金化产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752

品分别在监管层面及信托公司层面提出

了几点建议。

二、信托产品基金化模式在国内

      的发展状况

（一）信托产品基金化的概念与

主要特点

1. 信托基金化的概念

基金型信托产品是相对于传统信托

产品而言，是具有基金特点的信托产品。

我们可以将基金型信托或称之为信托型

基金的这类产品定义为：由信托公司接

受委托人的资金或其他财产委托，设立

信托或信托计划，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

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

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

信托产品。

基金化信托产品是建立在现代投资

组合理论上，通过若干资产组成的投资

组合实现优于单一资产投资的风险收益

目标。宽泛地讲，投资标的超过两个以

上的信托产品都可称为基金化产品，但

是否能够达到组合投资所期望的分散风

险、优化配置等目标需要谨慎评估。目前

市场上出现的许多基金化信托产品都以

产业基金的类似模式，专注某一行业或

市场领域。但长远来看，在充分提高自

主管理能力的前提下，发挥信托跨市场

的功能特点才是区别于其他基金型产品

的优势所在。

2. 信托产品基金化的主要特点

（1）规模化

当前市场上发行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单只产品平均发行规模一般在2亿

元至3亿元左右，对于募资能力相对较

弱的公司来说，有可能单只产品的成立

规模仅为几千万元，而这些资金远远不

能满足资金需求量较大的融资项目。《信

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不得将同一公司管理

的不同信托计划投资于同一项目”，因此，

目前部分信托公司为了解决单一项目资

金需求量较大而募资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信托产品设计上，采取了分期募集发

行的形式，将募集到的资金分批投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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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

信托产品基金化可以很好地解决上

述问题，基金化可以使信托产品拥有基

金产品规模化的特性。信托公司通过发

行基金化信托产品，可以更加广泛地吸

收社会闲散资金，积少成多，有利于发挥

资金的规模优势，降低投资成本，再将

聚集起来的大规模资金分散地投到多

个项目，进而满足不同项目的资金需求。

同时，基金化产品通常都是系列发行，有

良好的品牌效应，可以在信托计划推介

与资金募集的过程中吸引更多的客户群

体，从而使得基金化信托产品向规模化

转变。

（2）长期化

基金产品的特性之一即为长期化，

通常一只基金的存续期都在5年以上，

而目前市场上发行的信托产品期限集中

在1年至 2 年，5年及5年以上的产品

极其罕见。信托基金化可以体现出信托

产品长期化的基金特征。

信托公司可以将基金化产品期限设

置为10年甚至更长，在产品设计中加入

流动性设计，产品存续期间通过合理的

申购、赎回机制以保证基金化产品的流

动性。基金化产品较长的存续期，有利

于信托资金进行中长期配置，以获得稳

定持续的投资回报。

（3）标准化

信托产品基金化有利于推进信托产

品标准化。在产品运作中，采用近乎标

准化的投资标准、投资理念、风控体系、

产品营销模式和利益分配体系，信托财

产的运用不明确具体投资项目，但会明

确限定投资范围，并坚持统一的项目筛

选标准。标准化的设计不仅简化了内部

审批环节和销售环节，还能降低投资者

对信托产品的认知成本，较为容易地形

成客户对基金品牌的持续忠诚，也为基

金化信托产品的标准化、流程化、系列

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4）专业化

基金化信托产品可以像基金产品一

样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管理。规模较大的

基金化信托产品可以配备专业的信托经

理团队进行投资管理和运作。信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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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不仅掌握广博的投资分析和投资组

合理论知识，而且在相关投资领域也积

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对市

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跟踪与分析。信托

经理团队管理的基金化信托产品，使中

小投资者也能享受到专业化的投资管理

服务。

（5）多元化

区别于传统单一项目为主的投融资

业务，基金型信托产品能更好地发挥信

托横跨资本、货币、实业等不同市场领

域，股权、债权、物权等多种运用方式可

以进行灵活组合的独特优势。这一方面

分散了项目个体的风险，使收益更加稳

定，另一方面能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获

得更好的回报。

将信托产品进行基金化设计，引入

专业的投资顾问或专业人员进行信托产

品存续期间的管理运作，不同于传统信

托产品的地方是基金化信托产品是由专

业投资团队进行整体上的管理运作，将

不同时期发行的产品募集的“资金池”

统筹规划，进行合理安排，符合投资组

合中常说的“不要将鸡蛋放到同一个篮

子里”的思想，形成流程化、专业化的管

理模式，而传统的信托只是单一投向或

者规模较小，因此基金化信托产品的管

理人员需要更高的专业技能，进而更加

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二）基金化信托产品的发展

现状

从目前信托公司开展的基金型信托

业务的实践看，在产品期限上基本呈现

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向短期化方向发

展，部分信托公司开展类似银行现金管

理类理财产品的信托产品，投资范围以

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工具为主，为了提高

投资收益，部分产品将信托产品受益权

纳入投资标的，但这对估值和流动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另一种是向中长期方向

发展，投资领域以特定实业或产业领域

为主，往往采用“信托+合伙”等创新

模式。

1. 现金管理类信托计划

这类信托计划将集合资金投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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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

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以及固定收益类产

品等，取得较银行存款更高的收益，而

且每一工作日或者指定日期都可以认购

和赎回，适合风险极度厌恶者参与，属

于开放式的和定制型的信托产品。但是

目前市场上此类信托计划发行数量较

少，发行的信托公司比较有限，目前只有

华润信托、上海信托等几家信托公司发

行了现金管理类信托（见表1、图1）。

2. 产业投资基金信托计划

产业投资信托是将信托资金专注

信托公司 信托计划名称

华润信托 聚金池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上海信托 现金丰利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融信托 汇聚金1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宝信托 现金增利集合信托计划

表 1 现金管理类信托计划一览表

资料来源：各家信托公司网站。

图 1 现金管理类产品信托规模（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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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信托 上海信托 中融信托
0

资料来源：三家信托公司发布的 2013 年第二季度信托计划运用报告。

投资于某一产业领域的信托产品，实现

产业内的分散投资，在产业内部该产品

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包括贷款、夹层融

资、股票质押融资、认购债券以及股权

投资等。计划分期募集的资金被用于不

同的项目，相当于多个分散信托计划的

结合，并以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发行。这

是一种全功能的投资基金型信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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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对于产业有很深的理解以及很

强的运作能力。

目前信托公司很少真正参与到产业

投资信托计划的日常管理，多是起到一

个融资和托管的作用。产业投资信托基

金涉足的领域包括房地产业、船舶产业、

农业、矿产能源产业等。

（1）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是信托公司的传统投资领

域，是信托业的三大支柱领域之一。信

托公司对业务和投资渠道等较为熟悉，

形成了较全的地产项目群，为此类项目

设立一个综合信托计划的操作性强，风

险控制能力强，因此形成了房地产产业

投资基金的运用模式，这类信托计划往

往是公司项目较多，在选择的权利很大

的情况下，信托公司通常主动行使相关

选择权以使利益最大化。

基金化房地产信托呈现着稳步增长

的发展态势，在 2013 年房地产信托风

险凸显之后开始回落，一方面是由于整

个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的发展速度

趋缓，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地产信托风险

加剧，优质的项目减少，风控也成为了本

年信托行业的关键词。因此，基金化房

地产信托余额开始步入了下行通道.（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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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金化房地产信托余额（万元）

数据来源：信托业协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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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业能源产业

矿产能源类信托具有资金需求量大、

项目周期长、受宏观经济影响大等特点，

在矿产能源的开发过程中，信托公司可

以为其提供融资服务，但是从目前来看，

信托公司在项目层面很难起到主导作用，

更多的信托公司是作为LP参与产业基

金，为产业方提供融资需求。中信信托

旗下的聚信汇金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

是目前发行矿产能源产业基金的典型案

例（见图3）。

（3）船舶产业

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设立的案

例不多，目前成立的船舶产业投资基金

是天津市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后，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二只产业投资基金。

设立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是用直接融资

方式购买大型船舶和特种船舶。北方国

际信托最开始作为基金出资人之一，在

运营过程中也推出相关信托计划进行融

资，信托计划采取开放型，发行拟募集

资金人民币10亿元，主要通过信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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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优利理财网。

图 3 中信·聚信汇金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集合信托计划

及银行机构代销，面向高端投资者，将信

托募集资金以1元 / 基金单位的价格投

资基金。该信托计划为6年期。信托收

益来源为基金投资收益，信托计划不作

明确收益预计，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承诺

该信托计划在 2010 年和 2011年每年

可获取不低于7%的投资收益。基金将

募集资金专项投资于船舶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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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产业投资信托具有规模

庞大、业务广泛的特点，是一个综合性强、

系统性的投资方式，需要信托公司对整

个宏观经济、行业发展以及项目有一个

清晰准确的分析判断。虽然产业投资基

金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资

金的规模大，单体的风险相对来说就较

大，对信托公司来说风险仍然不容小觑。

所以目前的产业投资基金都是以强强联

合的方式，而信托公司主要由于其融资

和托管等方面的优势参与进去。未来信

托公司在里面起着什么作用一方面取决

于信托公司本身的管理能力，但是更重

要的还是目标产业发展状况以及产业方

话语权。

3. 证券投资信托计划

证券投资信托是信托行业三大支

柱之一，主要是直接投资于一级市场和

二级市场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债券投

资及新产品申购等。目前也存在许多相

关的衍生产品，包括指数基金套利（ETF）、

多个基金计划合成一个（TOF），甚至投

资到黄金现货市场等。总体来说，投资

标的是金融市场上一些流动性很好、变

现能力强的产品。信托公司可以结合自

己的信息、专业和规模优势进行自主管理，

或者聘请专业的投资顾问开展证券投资

信托计划。这是目前最为典型、规模最

大的基金型信托产品类别，发展也较为

成熟（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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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证券投资信托占比

数据来源：信托业协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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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光私募合作

这是信托公司最早开展也是最成熟

的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基本操作思路

是：信托公司与私募投资管理机构（担

任投资顾问）合作，由信托公司募集资

金委托投资顾问进行证券市场投资。产

品投资范围主要是我国沪深两市上市股

票以及少量银行间债券等（见图5）。

（2）PE 型信托

PE.型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作为受托

人将托管资产用于PE.基金型投资方式

的信托计划，其优点是能够通过信托渠

道集中筹集社会资金并合理利用专业投

资手段扩大PE投资额度，为有条件的个

人投资者进入 PE投资领域提供了一条

高效通道。PE信托产品最富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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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阳光私募信托规模（万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的模式是集中投资Pre-IPO公司，其被

普遍认为是周期短、成本低、收益高的“掘

金”品种（见图6）。

（3）TOT 或 TOF 等相关衍生产品

2009 年，随着国内阳光私募产品不

断增多，业绩和风格分化日益明显，开

发私募基金中的组合产品逐渐具备了条

件及必要性。恰逢 2009 年证券信托账

户开户被中国证监会“暂时叫停”，信托

公司便借鉴国外先进的对冲基金中的基

金模式，开发出了TOT产品。2009 年

5月26日，中国的第一个TOT产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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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财富·东海盛世一号”正式成立，迈出

了TOT.产品开发创新的第一步。.截至

2013 年 3月8日，正在运行的TOT产

品共计 56只，平安信托、中铁信托、建

信信托、华润信托、外贸信托等都参与

其中。TOF系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投资

对象不仅限于阳光私募，还包括ETF或

其他公募基金。

4. 受托境外理财产品（QDII）

2010 年年初，首只QDII 类信托产

品问世，可以说是信托产品基金化的又

一个创新性的突破。早在2007年4月，

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

《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信托公司经过审批可以获

得QDII 资格。随后，上海信托、中信信

托在信托行业中率先获得QDII 牌照。

2010 年年初，上海国际信托率先推出

投资海外市场的国内首个信托QDII 计

划——“上海信托铂金系列”信托产品，

该信托计划为单一资金信托，将在获批

投资付汇额度之内进行海外市场投资，

主要包括香港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等。

上海信托还可以在信托产品存续期内根

据金融市场周期的波动，来调整投资组

合。目前，国内信托QDII 还处于初期摸

索阶段，未来如果能与已经成熟的国际

私募基金接轨，国内QDII的发展将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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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E 类信托资产余额（万元）

数据来源：信托业协会发布的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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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质的飞跃（见表 2、图7）。

  表 2 信托公司获批 QDII 额度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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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QDII 资产规模余额（万元）

数据来源：信托业协会官方网站。

信托公司 中诚信托 上海信托 中海信托 平安信托 华信信托 华宝信托

获批额度 10 5 2 3 3 5

5.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REITs在我国房地产遭遇严厉调控

的情况下一直被大家所关注。由于信托

法律结构方面的设计，由信托来设计这

样的产品应该非常合理。但由于我国相

关法律，主要是财产登记方面与税务方

面尚不完备，给相关产品上市造成了很

大困难。目前有信托公司开始尝试类似

的产品，比如中信信托和嘉德置地合作

推出的凯德1号明确提出为国内第一只

按照国际REITs标准进行管理的基金型

产品，专门投资于科技园区商务房地产。

受托人利用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钻石大厦

和上海凯科国际大厦，整改后进行出租，

目前收益情况良好。不过，要想成为一种

成熟的产品，可能还需要更多方面很长

时间的磨合。

2013年7月10日，经历挂牌延期、

发行规模削减等波折之后，开元酒店地

产基金REITs成功在香港上市，这是中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762

国内地首个酒店地产基金上市。开元产

业投资信托基金是首只中国内地酒店房

地产信托，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

集团为其股东，母公司开元集团以酒店

业为主要业务。这是内地酒店地产资产

证券化的第一例。除了已成功上市的开

元酒店地产基金，2013 年 7月2日，花

样年与高盈集团就酒店房产信托基金项

目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造酒店

资产投资和品牌运营平台，为内地酒店

业主提供资产增值和海外上市的机会。

此外，鹰君集团、新世界发展等香港企

业也都加入到了酒店地产基金上市的热

潮中。

2013年8月15日，相关新闻报道，

瑞银环球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市虹口区公租房公司、太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将在上海设立中国首只投资于公租房并

持有其所有权的投资基金。该私募股权

封闭式基金将投资于上海市虹口区业已

开发的公共租赁住房。中国太平保险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太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是该公租房基金的基石社会

投资者。瑞银环球资产管理（中国）有限

公司和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则分

别是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和顾问。在监管

允许及条件成熟时，该基金计划转换为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在国内公开上市。

6. 中小企业信托基金

中小企业信托基金是一种创新型债

权融资方式，本质为信托贷款，向满足

要求的优质中小企业发放募集资金，进

而实现了风险分散的目的。目前已有金

谷信托、长安信托等几家信托公司开展

了中小企业发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根

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

8月16日，金谷信托共发行了16只中小

企业信托计划，实际募集资金规模达到

14.95 亿元，分布于河北省、浙江省、广

州省等地区。

（三）存在的问题

1. 规模小

根据信托业协会公布的2013 年第

二季度信托行业的数据，信托规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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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虽然放缓，但是仍达到了9.45万亿元

的资产管理规模，牢牢占据了金融行业

第二名的地位。而上述的各项基金化信

托产品在行业的信托资产规模中占据的

比例小，发展的速度慢，为信托公司创

造的利润低，需要投入的精力多，目前信

托公司的业务开展顺利，传统领域的利

润来源有基本保证，因此造成了只有个

别公司开展了此类业务的局面。

2. 自主管理能力不强

虽然信托公司的自主管理能力在逐

渐提高，但是在目前已经发行的基金化

信托产品中并未承担独立的自主管理能

力，主要依靠专业的投资公司提供投资

决策或者仅仅充当一个融资的渠道，没

有完全参与到基金化信托计划的管理中，

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信托公司的风险承受

能力较弱，仍然延续着“刚性兑付”的传统，

另一方面是信托公司的研究团队实力不

强，管理能力较弱，这是由于信托公司研

发投入的精力和人员过少。

3. 客户认可程度较低

信托产品属于私募性质，社会公众

客户的认知度不高，而且流动性较差，因

此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风险较

高的投资产品，而且基金化信托产品的

期限较长，更加降低了投资者的购买需

求。

此外，信托公司的营销渠道局限，

对银行和第三方理财的依赖程度高，自

主销售能力弱，因此也造成了信托公司

与客户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信托产品

的营销。

4. 流动性差

信托产品由于不存在公开和统一的

二级交易市场，缺乏金融产品所应有的

流动性，基金化信托产品的长期特点使

投资者不能实现风险的转移，直接制约

了产品的吸引力和发行规模，降低了投

资者对此类产品的购买需求。

三、国外信托基金的发展模式

目前国外的信托基金主要有证券投

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

是我国特有的称谓，这个概念来源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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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是指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

交由专业投资管理机构运作，基金资产

分散投资于不同的产业或项目，以获取

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的一种基金形态。

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条件

下，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有效的金融工具，

以其方便灵活、投资领域独特的优势，

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产业与多

层次资本市场对接起来，极大地提高了

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分散能

力。在中国，信托公司开发的信托计划是

最接近国外产业投资基金形态的金融产

品，为了反映信托计划的实质，并与国外

称谓统一，也可以将信托计划称为信托

基金。

中国的信托基金与国外的产业投资

基金一样，主要投资于实业领域，但基

于制度政策等许多因素的差异，中国的

信托基金还不像国外产业投资基金那样

具备真正意义上基金的性质。因此，在

探索中国信托产品基金化的过程中，国

外产业投资基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的地方，本章将重点分析国外产业投

资基金的发展模式，以对我国信托产品

基金化的发展加以启示。

（一）美国产业投资基金

美国产业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

有组织的私人股权市场模式。有组织的

私人股权市场主要的参与者有：私募基

金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在美国，

1980年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产业投资基

金已占整个产业投资基金市场的40%，

到1994年有限合伙企业进一步增加到

了81.4%，逐步成为美国产业投资基金最

主要的组织形式。自美国对按企业组织

形式不同实行不同税赋的制度进行改革

之后，由于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只要把收

益分配给股东，由股东缴纳所得税，基金

就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而有限合伙型

投资基金逐步失去税收上的优势，所以公

司型投资基金又迅速增加。

美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是多

样化的。最初的资金来源以富有个人为

主，一度占到投资结构的 60%左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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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制出现以后，机构资金开始进入，

资金来源中个人的投资比重不断减少。

1978年至1981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了

5个重要法案，允许养老基金介入风险

投资，导致了风险投资活动的机构化，并

由此确定了有限合伙制度在风险投资领

域的主导地位。目前美国的产业投资资

本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其中养老基金

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次是基金会和

捐赠基金，最后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家

庭和个人对产业资本的投入较少。

在资金投向方面，美国产业投资基

金的重点是高新技术产业，约占总投资

额的70%以上。从投资对象与阶段看，

美国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向中小科技

企业，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初创及早期

阶段。从投资方式看，美国的产业投资

基金以股权投资（尤其是可转换优先股

和可转换债券）为主，投资的目的并不在

于获取近期的财务利润，而是待企业进

入成长期或成熟期股本增值后通过股

权转让一次性获取中长期高额回报，并

且在进行股权投资的同时还投入经营管

理、市场信息等社会资源，诸如参与董

事会和监事会，提供技术、经营策略、市

场信息、人才引进与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美国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主要通

过其股票的二板市场——纳斯达克

（NASDAQ）市场。它是世界公认的高科

技企业成长的摇篮，为产业投资基金的

退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通过.IPO（Initial.

Public.Offering，首次公开上市），产业资

本管理者和投资者都能获得丰厚的利

润。

总体来看，美国产业投资基金形成

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多元投资主体

参与的组织架构，其运作模式仍然以有

限合伙制为主。美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

展经历可以归纳为七个阶段，如表3所

示。在投资方向、投资周期、退出机制等

方面尽管没有统一的法律对产业投资基

金运作的管理进行规范，但行业自身已

经形成了诸多规则，比如管理模式注重

规范操作与特殊监管的有机结合，从而

走向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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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时间 特征

萌芽期 19 世纪末期 投资者开始为产业融资

成长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小企业投资公法》出台

完善期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 有限合伙制基金公司组织形式完善

低谷期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低回报率，养老金进入限制

发展期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 养老金准入，基金公司规模扩张

调整期 20 世纪与21世纪之交 网络泡沫，筹资额大幅下降

复苏期 2003 年以后 中国等海外市场兴起

表 3 美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阶段及特征

（二）日本产业投资基金

日本产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大多

为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当事人主要有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经理公司

与受托人根据大藏大臣核准的信托条款

订立信托契约。契约型的基金财产无法

人资格，并且没有相当于公司型投资信

托中的受益人大会。日本采用契约型模

式发起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避免因发起多个产业投资基金、设

立多个投资公司导致的常设机构重叠臃

肿的弊端。其次，简化产业投资基金的

投资决策程序。相对公司型发起方式而

言，投资管理公司在基金契约的约束下

进行投资管理，实行基金经理负责制，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进行投资，

提高了运作效率。最后，避免因设立多

个投资公司而产生的重复纳税问题。

日本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

准政府投资机构模式。日本的产业投资

基金大多隶属于某一大型金融集团。同

时，就管理与金融、技术支持等方面相

对比而言，日本的投资基金更注重后者。

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是以银行参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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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包括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并且政府也鼓励其发展。

日本产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单一。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产业基金大多隶属

于某大型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占

很大比例，日本政府通过担保等手段可

以对其进行扶持，从而日本产业投资机

构具有半官方性质。日本产业投资基金

对投资目标企业的主要支持活动依次

是：股票市场，财务，技术、生产和销售，

人才介绍，并购。事实上，除前两项外，

其余介入均不深。

日本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比较

分散。从投资对象与阶段看，日本主要

投资或收购一些已经形成规模的企业，

对高科技企业创业阶段的投资比例不

高，而美国则恰恰相反。据日本研究开

发企业培育中心调查，日本产业投资基

金投资于创业未满 5年企业的比例仅占

16%，对设立5 年至10 年企业的比例

占21%，对设立10年至 20年的则高达

36%。与此相反，美国产业投资基金投

资于设立未满5年的初创企业的比例近

30%，几乎为日本的两倍，而投资于企业

成长期的比例高达52%。

（三）欧洲产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在欧洲的兴起是从 20世

纪80年代开始的，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

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现已经成为仅次

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产业投资发展区。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产业资本

的年度投资已超过50亿欧元，投资的项

目在5000—7000个之间，其中三分之二

的项目投资到少于100人的小企业中，

90%的项目投资到少于500人的中小企

业中。在欧洲的产业资本中，英国产业投

资基金增长迅速且业绩表现良好。英国

的产业投资基金业是全球规模最大和历

史最悠久的，其年度投资额占整个欧洲

的近50%，在全球的影响仅次于美国。

欧洲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是风

险投资基金。由于市场发育程度及体制

差异等因素，欧洲对我国定义的“产业

投资基金”更多的理解为“风险投资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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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

源比较广泛。从养老基金、投资银行、保

险公司、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外国投资者

到家庭等，参与者涵盖了整个发达资本

市场。银行是欧洲产业资本的主要提供

者，外国资本也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以上

资金的供给主体，可以完成产业投资基

金的资金筹集。

欧洲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主

要集中在企业扩张期和管理层收购期

（Management.Buy-outs,.MBO）， 两

项之和占产业资本总投资的近 90%，而

创建阶段的投资不足6%。与美国相比，

欧洲产业资本的投资项目中主导产业占

了较大比重，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不足

20%。

在欧洲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对不同类型、不同阶

段企业的考察，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投

资并不通过经营企业产品或配合公司研

发与发展战略来长期持有企业股权，而

是以获得资本增值为目的。其中，最重要

的环节就是金融机构附属的风险投资公

司、欧洲风险投资联合会、欧洲投资基

金和欧洲种子资本基金网络等组织起

到的桥梁作用，它们完成了投融资的转换，

形成了“投资者—中介机构—目标公司—

资本市场”的“融资—投资—退出”循环，

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广泛的融资渠道、

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灵活的退出机制和

方式等特点。

风险投资通过主板市场、二板市场、

公司并购、企业回购、产权交易等形式

在资本市场上顺利退出。欧洲的风险投

资运作如此顺畅，除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风险投资机构

组织形式之外，还有政府对风险投资业

政策的扶持、雄厚的科技实力、丰富的专

业人才等因素的作用。

（四）新兴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新兴国家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

为政府主导型。很多新兴国家（如以色列、

印度、新加坡等）的产业投资基金都是由

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的，投资风险较大，

但是能起到引导社会投资并能弥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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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资缺陷的作用。在政府主导型产

业投资基金模式中，虽然各国的政府投

资模式各有特色，但是大致有以下几点。

1. 政府直接设立基金

以色列设立双边研发基金、参股建

立“YOZOM”基金、支持建立孵化器并

建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对孵化器运作监

控。印度成立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印

度工业信托投资公司、“国家软件和信息

技术产业风险基金”等机构和基金项目，

印度的政策性银行也为本土产业化提供

贷款和经费资助。新加坡政府设立风险

投资基金、企业家投资基金和“协创基金”

等促进产业发展。

2. 政策支持

以色列颁布鼓励开展工业型研究与

开发的法律、减免税收等，创造了良好的

投资环境，以便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

同时也能更好地吸引国外投资者。印度

颁布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条例》、“风

险投资基金指南”、“印度证券交易委员

会风险投资基金条例”等，为印度市场

的运作起到了保障作用。新加坡政府制

定了免税政策等促进技术性产业的发

展。

3. 人力资本的培养

以色列政府加大力度吸引国外人才，

增加国内人才贮备，同时投入大量经费

提高教育水平。印度科技部推出“技术

人员创业计划”，帮助企业在产业化过程

中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新加坡在政府

官员领导中派出人员考察国外先进地区

的经验做法，寻求本地发展模式，并有

很多海外经验丰富的资本家及资金被吸

引到新加坡。

以色列是产业投资基金事业发展最

为迅速的国家之一。政府注重加强人才

培养，推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大大

地推动了以色列产业投资事业的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以色列的产业投资与众

不同，即属于一种“纯风险投资”，没有

收购做法，没有传统经济的味道。毫无

疑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综上所述，经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及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的对比分析，可以将产

业投资基金发展模式通过下表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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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4）。

证券市场中心型 银行中心型 政府中心型

代表国家 英国、美国 日本 以色列

资金来源 养老金+保险金 银行 政府+外资

投资阶段与对象
早期阶段的小企业，特别是高

科技企业
后期阶段的一些传统企业 早期阶段高科技企业为主

资本市场 发达 一般 差

表 4 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

四、我国信托产品基金化的可行

      模式研究

（一）信托产品基金化发展面临

的制度体系

金融创新必须依托于本国的特殊国

情，社会经济制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

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国民社会习惯等诸多

方面都会对金融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影

响。因此，探寻适合我国的信托产品基

金化之路不仅要积极借鉴国外信托基金

发展的有益之处，更需结合我国当前的

金融实践。简述之，我国的社会制度决

定了在基金化的发展道路上，政策将起

到主导作用，没有相应法律法规的支持，

作为行业的自发行为，基金化很难形成

长期有效机制。此外，我国的金融市场

发展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监管层在

制度建设上还处于比较谨慎的态度，多

层次的资本市场也没有完全搭建，因此

在退出机制方面我国的信托基金存在着

先天不足，与国外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国民在投资理财

等方面更关注的是资金的安全性，这种

保守思路致使以股权投资为主的信托基

金将会有一个市场逐步认可的过程。金

融市场发展到今天，不得不承认信托行

业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在其他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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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肆蚕食信托传统行业的基础上，信

托产品基金化已成为未来信托行业提升

核心竞争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

径之一，但是信托基金化又面临着诸多

的制度障碍和技术性障碍。

（二）信托产品基金化发展面

临的市场环境

A 股市场自2007年最高点下跌以

来经历了数年的熊市，虽然中间经历了

2009 年的中期反弹，但是大势依然处

在下降通道，随之而来的是券商和基金

等金融行业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基

于此，2012 年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

等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资产管理业务

创新的政策措施，在销售渠道、投资渠

道以及资管牌照等方面对证监系和保监

系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松绑，预

计未来券商、基金和保险等将更广泛而

且更深入地参与到资产管理市场中，也

即所谓的“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

不难看出，资本市场的长期不振是

“泛资产管理”时代到来的直接原因，

不过，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我国的金

融机构分业化管制与金融发展现状的长

期失衡性，A 股市场的长期熊市只是那

“最后一根稻草”。中国证监会等对证

券行业的松绑虽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不

过亦有其必然性。说其是无奈之举，是

因为券商等利润率不断下滑，市场越来

越难以生存，如果不进行制度松绑和创

新，何以度过寒冬；而究其必然性，则是

因为金融分业化管制已经落后于当前的

金融发展程度，人为的将金融机构限制

在不同的领域，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阻止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同时也

限制了各行业的发展空间，这也意味着

如果某个市场出现问题，则该市场的风

险难以被有效分散，也即分业管制加大

了单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这无异于将

“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此，“泛

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中国证

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权宜之策，更是分

业管制下的必然产物。

可以预见，“泛资产管理”对于银行

和信托的冲击是巨大的，仅证券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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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规模就迅速从3000多亿元突

破到2万亿元，如果说“泛资管时代”是

券商等的春天，那对于信托来说，它就

意味着冬天的来临。“泛资管时代”对于

银行和信托是一种非对称式冲击，银行

由于其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保障、低廉的

资金成本以及巨大的渠道优势，受到的

影响相对较小。相较而言，信托行业并

不具备银行的诸多优势，因此受到的冲

击是最大的，不仅券商、保险等金融机

构会不断抢占信托行业的传统投资领域，

受利率市场化的影响，银行也会在信托

行业的传统业务中分一杯羹。多方面的

不利影响致使信托行业必须运用新思维、

采取新战略、积极应对新形势才能安全

度过“泛资管时代”带来的寒冬。

（三）信托产品基金化的发展

模式探讨

对于“泛资管时代”的负面影响，信

托公司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安全过冬。

因此，对于可行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未

来一段时期内分业管制继续维持的思路

进行，以下就信托基金化在我国的可行

模式做一些粗浅的探索，以期为管理层

以及同行提供一些思路。

1.“泛资管时代”下信托公司的发

展路径

截至 2013 年第二季度末，信托行

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9.45万亿元，

而去年同期仅有5.54万亿元，同比增速

达到70.72%。信托行业规模已经逼近

10万亿元，信托业作为我国第二大金融

行业的地位已然确立。如此高速的发展

得益于信托公司投资领域的广泛性和资

金运用的灵活性。对于信托资金而言，

投资领域包含但不限于资本市场、货币

市场和实业领域等，投资领域的广泛性

保证了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当资本市场

处于上行趋势时，信托资金可以积极配

置资金，以更大比例投资于资本市场获

取收益；同样的，当资本市场不振而房地

产市场走好时，信托资金又大举进入房

地产市场，由于各个领域的投资收益在

长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投资

领域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使信托公司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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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制的情况下具有其他金融行业不具

备的优势，从而使信托产品在保持高收

益的同时又能保持相应的稳定性。然而，

信托行业虽然具有投资领域广泛等优势，

也受到相当大的掣肘。例如，信托计划

必须与项目一一对应限制了信托资金的

灵活使用，并加大了刚性兑付的风险与

成本；再如，信托计划 300万元以下投

资者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也极大限制

了单只信托计划的规模，由于资金规模

受到限制，导致信托资金往往难以形成

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托资

金的运用范围。

可以预见，“泛资管时代”的到来会

逐渐打破信托行业的这种优势。要想继

续保持行业的高速健康发展，一种优势

的消除必须要靠另一种优势的建立来弥

补，因此信托公司必须积极探索如何建

立信托行业的新优势或是如何改变信托

行业原有的劣势。考虑到当前信托行业

的不利局面，我们认为信托产品的基金

化是“泛资管时代”信托行业继续保持

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信托产品的基金化，是信托公司实

现从简单的融资到主动资产管理的关键

一步，它意味着信托公司不是以单一项

目为导向，而是对不同领域项目进行优

化组合、主动管理的过程。比如发起一

个信托基金，信托公司可以根据当前市

场情况来分布资金投资比例，并根据市

场变化进行调整，此外将资金放在不同

的项目中又可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可以说，

信托产品基金化的过程绝不是以往项目

融资的简单重复，而是向自主管理的迈

进，它对于信托公司自主管理水平提出

了更高要求。以前在为具体项目做融资

时，客户更多关心的是项目的安全性与

收益性，因此信托公司的重点在于如何

找到一个好项目，那么当信托产品基金

化之后，客户的关注点就从项目转移到

信托公司的综合资产管理能力上，无疑

对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如果说信托公司以前获取收益依靠

的是项目资源，那基金化之后公司盈利

则会更加依赖整体资产管理水平，无疑

将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公司的盈利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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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

进一步，信托产品基金化可以在相

当程度上避免刚性兑付的问题，由于基

金可以采取开放式模式，因此在存续过

程中投资者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赎回资

金的时点，这就将确定的赎回日期变为

不确定的赎回日期，也即从一种时间上

的确定性变为一种时间上的或然性，缓

解了集中兑付的压力。同时，基金化信托

产品还可以接受新资金的申购，因此只

要基金正常运转，便不会出现大规模赎

回问题。相应的，这也对信托公司的投

资管理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保证

信托基金持续稳定的收益才能吸引更多

的投资者。此外，信托产品基金化的过

程必然伴随着客户的进一步细分，针对

不同的客户群体实现客户风险偏好的分

层，优先受益人可以享受较低的收益率

和风险，而一般受益人则承担相对高的

风险和收益，这种结构化的设计亦是未

来金融工具发展的要求。

2. 基金化信托产品的几种可行模式

在确定了信托产品基金化的大方向

之后，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信托基

金模式就成为首要问题。在本文的前三

章中，对于当今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

信托基金模式已有了详细的介绍。其中，

英美的信托基金依托于本国强大的资本

市场，不仅具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更具

备十分顺畅的退出机制，因此英美的信

托基金主要投资于风险相对较高的高成

长性企业和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英美

信托基金的实质就是股权投资基金。日

本的信托基金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发展

模式，银行为中心的投资基金更注重安

全性，因此日本的信托基金投向与美国

不同，更侧重于比较成熟的投资领域和

企业，这倒是与我国当前信托行业主要

投资于房地产有一定相似之处。应该说，

无论是英美，还是日本，其信托基金的

模式都无法直接照搬到我国的金融市场

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还难以与

英美相比，因此大跨越式地走英美道路，

必然会遇到资金无法退出等一系列问

题。就目前中国市场上已有的信托基金，

或者是依托于国外资本市场作为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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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渠道，如中信凯德1号科技园区股

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者是信托

计划实质上具有无限存续期的产品，比

如平安信托的睿石系列就规定“信托延

期 2年后，如信托财产存在非现金形式

的，信托自动延期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

之日”。因此，英美的模式暂时还不适合

我国，而日本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与我

国有天然的不适应性，我国的银行与信

托在分业管制下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因

此日本的模式也不能照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

段，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是重中之重，

对于未来我国信托基金化的模式，我们

认为应该从社会和公司两个层面出发进

行探索。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信托

行业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顺

应国家金融改革方向与产业发展趋势，

更好的为我国实业和投资者提供完善的

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从为投资者负责的

角度出发，投资者选择将资金交给信托

公司管理体现着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一种

信托关系，信托公司负有积极为投资者

获取收益的责任。因此，信托公司能否

协调好盈利责任与社会责任，对整个经

济如何兼顾效率公平问题将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信托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整个

大环境的改善，没有坚实的实业基础，没

有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任何金融机构

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信托公司想保持

持续健康的发展也必须立足于如何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添砖加瓦，如何

通过信托制度的优势来改善金融服务。

基于此，探索信托基金化的模式关键在

于如何为实业进行产业升级、为投资者

提供更优质更合理的金融服务，我们提

出以下几点想法。

一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国家经

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资本的

逐利性导致企业往往仅关注收益与风险，

而忽略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信托

作为金融领域第二大行业，要担负起自

己的责任，起到促进国家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的作用，因此信托公司应该积极投

身于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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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根

据自己的特长，在其中选择适合自己的

领域设立产品投资基金，在为经济发展

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为投资者谋求长

期稳定的资产增值。

二是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以房地产

信托投资基金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

展。房地产市场涉及到民生，对于处于

快速发展期的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在

过去的十年中，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承载了信托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由于无法像银行一样具有吸储优势，信

托公司资金成本很高，因而房地产市场

顺理成章的成为信托行业的首选。考虑

到政府土地的垄断供应和货币存量的大

幅增加致使房地产行业在短时间内不会

衰退，与此同时，中国高企的房价已经具

有泡沫化趋势，中国房地产想再次出现

近十年的高速增长亦是比较困难，因此

房地产行业未来能否健康平稳的发展对

于中国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稳定起着重要

作用。客观的分析，未来房地产行业的

业务只会越来越难，不过基于房地产市

场目前的发展态势以及信托公司的投资

惯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托行

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房地产市场，房地产

依然会成为信托业务的重点。以往信托

公司投资于房地产追求短平快的投资模

式，房地产企业融资因此也具有期限短、

利率高等问题，这并不利于房地产行业

的健康发展，设立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应该着眼于基金化的运作，与房地产行

业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利共赢的模式，而

基金的收益则主要来源于长期稳定的投

资收益，发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可以

有效促进信托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协调发

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继续深化信托投资灵活优势，

形成跨市场投资基金。在“泛资管时代”

来临之前，信托行业具有其他金融机构

不具备的跨行业优势，在整个信托行业

大发展的十年当中，应该说信托行业在

实业投资、资本市场投资都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尤其是在实业投资方面信托公

司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不过，对于实

业投资，缺乏流动性和行业周期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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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信托公司的问题。在“泛资管时代”，

信托公司必须妥善应对这些问题才有能

力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针对此，由于货

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通常情况下可以提高

较强的流动性，成立横跨资本市场、货

币市场、实业等多领域的投资基金，可以

解决以往仅投资实业的流动性缺乏问题，

除此以外，将资金投到不同市场可以降

低信托基金的风险，而且还可以通过积

极配置不同市场的周期性以及收益率曲

线来提高信托基金的收益，进而提高信

托公司的资产管理效益和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基金化信托产

品而言，实际上短期内房地产领域依然

会是其主要的投资领域之一，也就是说，

房地产信托基金可能最先破茧而出。从

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很难像英美一样，

将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于高新技术和创

业企业，我国的信托基金不可能等同于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风格上更类

似于日本等国，投资一些处于成长性较

好的企业，在追求安全性的同时获得收

益。与美日都不同的是，我国信托基金

的资金来源既不依靠政府或养老金，也

不依靠银行，更多是依靠投资者募集。

3. 基金化信托产品要素的设计构想

对于基金化信托产品的收益率，考

虑到目前客户对于信托产品的认知还停

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可以采取“固定

收益率+浮动收益率”的方式进行，固

定收益率设定为略高于同期其他金融机

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同时信托公司的

收益与浮动收益率挂钩。信托计划目前

的收益率是远高于理财产品的，这保证

了固定收益率高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可行

性，而浮动收益率的高低则考验了信托

公司自身的水平。

对于基金化信托产品的规模，目前

主要是政策上的限制。从实务上看，目前

信托公司成立的信托计划一般都将100

万元设置为投资起点，对于经济高速发

展数十年的中国而言，应该说这个起点

并不高，但是，投资者不得超过50人的

规定却大大限制了资金规模或者说基金

规模，虽然超过300万元的投资者可以

不受此限制，可是在实际操作中，能拿出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778

300万元的投资者数量大大少于100万

元的投资者，因此 50人的限制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信托规模的发展，这也是今

年信托公司对于信托产品基金化反应不

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解决这个

问题，只能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

投资者数量方面入手，或者是取消50人

的限制，或是增加投资者数量；另一方

面是从资金额度入手，比如是否可以将

300万元的限制降低到200万元甚至是

150万元。只有打破了资金规模的“魔咒”，

信托产品基金化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

实。

对于基金化信托产品的期限，从目

前政策情况来看，可以设定较长的期限，

并设定开放期，在存续期随时可以申购

赎回基金份额。基金存续期越长，给予

信托公司投资的灵活性越大，在基金化

过程的具体设计中，对于基金份额的申

购与赎回，初始认购时以100万元为最

低起点，再次申购可以万元整数倍进行

申购，赎回时除了一次性全部赎回，也可

以在保证赎回后持有份额不低于100万

信托单位的条件下，以万元整数倍进行

部分赎回。此举不仅可以让投资者更灵

活地保有资金的流动性，同时兼顾资金

的收益性，对于信托公司而言，也可以有

效保障信托基金的存续规模。

五、我国信托产品基金化发展的

      建议

（一）对我国监管层面的政策

建议

1. 完善信托登记、税收等配套制

度建设

2001年，《信托法》的颁布为信托

业奠定了法律的基础，但是由于信托制

度是“舶来品”，需要在中国的法律土壤

中继续去发展，就要结合国情完善法律

法规。目前，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

不仅限制着信托产品的流通，而且也限

制着信托公司的创新空间。信托配套制

度的建设是完善我国信托业法律制度

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直接关系到未来信

托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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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登记制度是明确信托财产属性、

信托设立合法性和效力的基本保障。基

金化信托产品的高流动性必须配备完善

的信托产品登记制度，同时税收制度的

不清晰使得信托活动的交易成本居高不

下，尤其是基金化信托产品的交易频繁，

更提高了交易的成本，将会影响基金化

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和资金规模，逐渐

背离基金化信托产品大规模、长期限的

基本特性。推动基金型信托业务的发展

有赖于信托登记、税收等配套制度的完

善。

2. 建立信托产品的流通市场

信托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一样，其

规模化发展需要有高度流动性的支持，

但是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渠道狭窄，严

重限制了信托产品的流动性，虽然目前

存在一些流通的平台，比如信托公司自

建平台、金融资产交易所等，但是对信托

产品流动性的贡献有限。而基金化信托

产品要大规模发展，更是需要流动性支

持。虽然可以在信托产品设计环节给予

投资者申购和赎回的权利，但是为了维

持稳定的信托规模以保障全体投资者的

共同利益，也需要对申购、赎回的数额予

以限定。因此，基金化信托产品流动性

的解决不仅依靠信托产品本身，更需要

一个高效的信托产品流通市场予以支持，

才能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产品中来，

做大产品规模。

为了有效突破流通的障碍，监管部

门应积极协调银行间市场、金融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的金融机构，探索构

建一个信托产品的交易流通平台，规范

化信托产品的流通和交易，使得基金化

信托产品的流通和退出机制流畅，降低

交易成本，是促进基金化信托产品模式

发展的关键。

3. 逐步放开投资者限制

根据 2007年颁布的《信托公司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单个

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

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

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

限制”，严格限制了信托产品的投资者人

数，而其他金融产品的人数限制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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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试点办法》规定“单个资产管理计

划的委托人不得超过 200人，但单笔委

托金额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者

数量不受限制”。人数限制成为了基金化

信托产品的发行瓶颈，由于人数的限制，

不仅降低了信托产品的吸引力，而且限

制了基金化信托产品的发行规模，同时

由于单个信托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大，因

此最终无法实现分散投资的目的，背离

了基金化信托产品的初衷。

打破单个信托计划投资者的人数

限制，可以更好地实现“把鸡蛋放在不

同篮子”的目的，分散投资风险，提升产

品安全性。

目前，大部分的信托计划的认购起

点都设置在100万元，如此高的认购起

点将大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而信托作

为一种先进、稳定的生产关系，应该发

挥信托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只为少数人

服务，逐步适度地放开合格投资者的门

槛和人数的限制，让更多的人参与信托，

让金融惠及更广泛的群众，使资本收益

让更多的百姓分享，是信托发展的趋势。

因此，建议对于在安全性、流动性

方面保障度更高的基金化信托产品，可

以逐步放开合格投资者人数限制，降低

合格投资者资格认定条件。

（二）对信托公司发展信托产

品基金化的建议

1. 提升综合资产管理能力，应对基

金化信托产品专业化管理的需要

与对应单一项目的信托产品相比，

基金化信托产品的特点是规模化、长期

化、流动化。从管理角度来说，大规模、

长期限且有流动性需求的信托计划，通

常其信托资金需要在不同市场、不同行

业、不同项目之间科学配置，以达到安全

性、收益性、流动性的均衡。这就对信托

公司的综合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信托产品的管理团队需要具有跨市

场、跨行业的组合投资能力与管理经验，

需要更为严谨的流动性管理和更为规范

的信息披露，相应的对于风险管理、财

务核算、研发创新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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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托公司需要在基础研究、产品

设计、项目管理、风险控制、财务核算、

系统支持、团队配备、制度建设等各个

方面综合提升，以满足基金化信托产品

的专业化管理需要。

2. 提升信息化水平以在基金化信托

产品申购、赎回等环节提升服务效率

基金化信托产品会对流动性管理提

出更高要求，需要定期开放以应对客户

申购、赎回的需求。而从目前信托行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与银行、证券、基金

公司等金融同业相比，其信息化建设水

平有一定差距，表现在客户服务方面，是

网络服务功能不足。信托公司应该在信

息化建设方面做好充足准备，以实现基

于网络平台的申购、赎回等服务，不仅

如此，还应扩展到信息披露、账户查询

等全方位客户服务层面。信托公司在基

于网站服务的“网上信托”基础上，还

可以尝试“手机信托”、“微信信托”等

更便捷的网络服务方式。

3. 构建高效的产品自主营销体系以

满足基金化信托产品销售规模化需要

基金化信托产品通常规模较大，这

对于信托公司的产品营销能力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信托公司现有营销通常都是

针对单只常规类信托产品的销售，客户

数量和产品规模都不大，信托公司自主

销售加银行代销的模式基本上可以满足

销售需求，但现有模式能否有效完成基

金化信托产品在确定时限内的大规模销

售还有待考量。因此，提升现有营销体系、

构建高效产品销售网络是发展基金化信

托产品的有力保障。在提升营销体系的

方面，除了继续加强传统自主营销体系

建设外，信托行业也应该积极探索新的

营销模式，作为金融企业的信托公司应

该借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经验，积极推

进互联网营销、为销售渠道网络化、信

托交易电子化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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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信托产品层出不穷，信托公司的灵活金融功能日

益受到各方重视。从买入返售业务的近年发展情况看，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激增，成

为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截至 2013年 6月，全行业买入返售存续信托资产

规模达到1749.43亿元。“买入返售业务”已经成为信托公司开展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

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买入返售业务中也体现出一些运营流程规范、业务风险管控以

及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并逐渐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风险。

本报告从买入返售业务的起源和特点着手，深入剖析该类业务的交易结构和

实质要素，通过分析买入返售模式的优势、意义以及发展方向，对业务运行过程

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流程问题、制度问题进行全面的探索和论证。本报告通过宏

观和微观的两方面视角，对该类模式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公司风险进行分析并提

出了相应的风险缓释手段。

面对该类业务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可以通过对该类业务的标准化研究使业务

能够规范推广。从信托公司角度来看，有利于提高业务部门开展买入返售业务的

效率，从事批量化发行，同时，买入返售业务标准的确立也便于风险与合规管理

部门对该类业务进行审查；从监管机构角度来看，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好地了解各

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熟悉业务实践，了解业务风险，增强监管工作的针对性；从

投资者角度来看，规范的业务介绍，准确的产品信息，有利于投资者准确全面地

了解产品情况，选择适合自己投资偏好的信托产品；从社会公众角度来看，标准

化的业务内容，规范化的信息披露，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信托公司、理解信托

产品，使得信托文化和信托投资理念得到更好地宣传、普及。

关键词： 买入返售   买断式回购   法律性质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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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买入返售业务介绍

（一）买入返售业务概要

买入返售的定义起源于买断式回

购。买断式回购通常是指资产持有人(卖

方 ) 在将一笔资产卖出的同时，与资金

持有人（买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再

由卖方以约定价格从买方购回该笔资产

的交易行为。通过卖出一笔资产以获得

对应资金，并在约定期满后以事先商定

的价格从对方购回同笔资产的为正回购

方，即卖出回购方；以一定数量的资金购

得对应的资产，并在约定期满后以事先

商定的价格向对方卖出对应资产的为逆

回购方，即买入返售方（见图1）。目前，

国际上普遍采用公共证券协会（PSA）

和国际证券市场协会（ISMA）的通用

基本回购协议（General.Master.Repo.

Agreement）为蓝本，各国再推出适合自

身市场运行的交易协议。

从我国目前银行间市场的买断式回

购交易来看，该业务按照“一次成交、两

次清算”原则进行，其主要参与者为融

资方、结算公司、融券方三方。在交易期间，

融资方拥有资金，融券方则拥有债券等

资产且可以利用手中持有的资产来做空

获利。买断式回购是一种“实券过户”的

交易，回购成交后，相应资产从融资方账

户过户至融券方账户，融券方在回购期

图 1 买断式回购的交易结构示意图

正回购方
（卖出回购方）

逆回购方
（买入返售方）

资产.....即期交易

资金

资金

资产.....远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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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拥有相应债券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因此，买断式回购不仅是一种融资

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作为融券的工具。

鉴于买断式回购的业务模式和发展

经验日趋成熟，对于买入返售非标资产

的诉求越来越大，买入返售的业务模式

就此应运而生。

目前信托公司的买入返售业务，是

指信托公司作为买入返售方按照买入返

售协议约定先买入债券资产、股票资产、

权益资产（包括债权、股权、物权、混合

权益等）、信托受益权等各类资产，再按

固定价格返售，交易以双方的信用为基

础。

（二）买入返售业务的分类

1. 按交易标的分类

买入返售业务按照交易标的（即买

入返售的基础资产）进行分类，主要分

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包括：票据、

债券、股票、金融机构信贷资产、信托受

益权等）和买入返售非金融资产业务（包

括：债权、股权、物权、混合权益等）。

本文所指的买入返售业务特指信托

公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

2. 按交易结构分类

两方模式俗称甲乙模式。甲方与乙

方签订“买入返售协议”，甲方将所持有

的金融资产转让给乙方，并承诺远期回

购其转让的金融资产。

三方模式俗称甲乙丙模式。甲方、乙

方与丙方签订“买入返售协议”，约定未

来由丙方向乙方购买远期金融资产。在

三方模式下，通常采用两两协议或三方

协议的方式进行。

3. 按交易市场分类

交易所市场买入返售业务，是指买

入返售业务的参与主体在交易所进行交

易，基础资产在交易所公开市场挂牌和

登记，买入返售行为所涉及的价格形成、

交易安排及资金清算等通常由交易所负

责。

银行间市场买入返售业务，是指买

入返售业务的参与主体通常为银行间市

场会员单位，需与银行间市场签订买断

式回购（买入返售）主协议，以保切实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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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义务，交易合同多为银行间交易

系统生成的成交单和数据电文，资金清

算或债券清算安排通常由交易中心负责

集中清算。

其他场外市场（OTC）买入返售业务，

是指由买入返售交易各方通过私下协商，

自行承担彼此的信用风险，由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价格并自行安排资金清算，场

外交易通常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规定

的成员资格，没有严格可控的规则制度，

没有规定的交易产品和限制。

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称前两种为买

入返售标准资产业务，而称其他场外市

场（OTC）买入返售业务为买入返售非标

资产业务。

4. 按支付模式分类

买入返售业务根据支付方式的不同

具体分为两种：即期支付模式（简称“T+0

模式”）和延期支付模式 (“T+d模式”）。

T+0 模式是指“即期转让、即期付款”；

T+d模式是指“即期转让、延期付款”。

（三）买入返售业务基础交易

架构

1. 两方模式交易架构

在两方模式中（见图2），甲方作为

转让方，与乙方（信托公司）签订资产转

让协议，将自身持有的资产（债券资产、

股票资产、权益资产、受益权等）转让给

图 2  两方模式的交易结构示意图

甲方
（金融资产卖出方）

乙方
（金融资产买入方）

资产.....即期交易

资金

资金

资产.....远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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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乙方根据协议支付相应的对价给

甲方。同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由甲

方以约定价格从乙方购回该笔资产。

2. 三方模式交易架构

在三方模式中（见图 3），甲方作为

转让方，与乙方签订金融资产转让协议，

将自身持有的金融资产转让给乙方，乙

方则根据协议支付相应的对价给甲方。

图 3  三方模式的交易结构示意图

同时，丙方与乙方签订金融资产转让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乙方继续持有从甲方

购买的金融资产，但丙方承诺远期回购

该金融资产。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甲乙丙

三方直接签订一份三方协议，协议规定

了乙方对甲方持有金融资产的买入，同

时也约定了丙方对该金融资产的远期回

购。

（四）买 入 返售业 务 的 重 要

意义

1. 活跃市场交易并提高资产流动性

在封闭式金融资产交易中，由于可

供交易的金融资产存量减少，会严重影

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金融资产

的交易，加剧了市场的供求矛盾。随着货

币市场深度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金

甲方
（金融资产卖出方）

乙方
（金融资产买入方）

丙方
（金融资产回购方）

资金

远期交易

资产.....即期交易

远期交付
金融资产

远期交付
资金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794

融资产被冻结、流动性越来越低、市场

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买入返售业务的

最大意义在于解冻了封闭式交易下的大

量资产，解决了标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问题，提高了金融资产的利用效率，对活

跃市场交易、提高资产交易规模、解决

资产供求矛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2. 完善金融资产价格发现功能

买入返售业务是金融资产的即期交

易和相对应的远期交易的结合。由于买

入返售业务引入了远期价格揭示机制，

其金融资产的到期交易价格不仅反映了

融资融券活动的成本，而且还反映了交

易双方对利率变化趋势的预期以及对标

的金融资产远期价格的预期，提高了市

场的价格发现能力。此外，多种套利模

式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金融资产市场

的定价效率，使收益率曲线趋于平滑连

续，使利率期限结构更加合理。

3. 构造卖空机制实现避险套利

目前的金融资产市场多是一个单边

的市场，只有在价格上涨时才能获利，投

资者在预期金融资产价格可能下跌的情

况下，只有抛售手中的资产以避免损失。

由于引入做空机制，买入返售业务可以

提供解决思路。在升息预期下，可以通

过卖空交易来卖出所融入标的资产，待

价格下跌后买回原来资产并到期偿付，

在回购期间内高卖低买所得差价即构成

卖空交易的盈利。对于金融资产持有人

来说，也可以通过套期保值交易将所持

金融资产余额与卖空操作匹配，将多头

头寸与空头头寸对冲，规避所持金融资

产余额的市值波动风险。.

4. 提升资金主动管理的空间和收益

买入返售将资产形成与资金运作一

定程度上分离，提高了资金主动管理空

间。传统信托计划资产与资金同步形成，

资金的期限收益率要与资产原始特征匹

配，客观上限定了资金主动管理空间。

信托公司可以根据金融资产的利率和期

限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操作，管理好买入

的多样化资产，买入返售业务提供了原

始资产形成与资金运作要求的时间错配，

使信托公司有可能利用市场上各类资金

差异，来增强主动管理能力。比如，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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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债券可以拆分成三个一年的债券，

以类似银行理财资金池的业务模式，通

过资金或资产的合理滚动，扩大了获利

空间。买入返售标准资产为信托公司提

供了资金资产的双向运作机会，增强了

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对于买入返

售非标资产，虽然仍有诸多因素亟待规

范，但包括受益权在内的买入返售非标

资产业务，仍是主动管理的客观需要。

5. 增加信托与金融同业合作机会

按照现有法律，信托计划可以作为

买入返售业务的买入方，信托计划交易

对手方是金融资产持有人，包括信托公

司、银行、基金、券商等，也可以是其他持

有人。从形成的信托产品风险看，除标

的资产的信用外，交易对手的信用也在

买入返售业务中予以体现，而传统信托

产品信用仅等同于资产信用（资产本身

或产品增信机构信用）。买入返售业务

将交易资产的范围扩大至非标准化资产，

包括债券资产、股票资产、股权资产、权

益资产、受益权等，不仅拓宽了信托的资

产采购范围及实质信用，也由此大幅增

加了机构间的合作机会和接触界面。

二、买入返售业务的发展情况

（一）买入返售的市场情况

1. 信托公司的买入返售业务情况

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深度和广度的增

加，金融体系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促进了

买入返售业务交易量的增长。近年来，

信托公司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迅速

发展，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由于具有提升

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增加同业合作

机会、活跃市场交易、实现卖空机制避险

套利、完善资产价格发现功能等多重优

势，已经成为信托公司最重要的业务之

一。信托公司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灵活

性和创新优势，通过买入返售各类金融

资产，扩张了信托行业的整体规模，形成

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截至 2013 年 6月，全行业买入返

售存续信托资产规模达到1749.43亿元，

其中，2013年当年新增证券类买入返售

信托规模 277.34亿元，新增信贷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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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买入返售信托规模199.08 亿元。买

入返售已经成为信托公司开展资产管理

和提升主动管理能力的重要方式（见图

4）。

2.银行等机构的买入返售业务情况

从整体金融市场看，信托公司的买

入返售业务才刚刚起步，而银行的买入

返售业务相比则要成熟得多，规模也远

远超过信托行业。银行、券商、基金的传

统买入返售合作领域为债券等标准资

产，出于提高收益率及资产多元化等考

虑，非标资产正逐步成为新合作领域。

根据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统计，2012 年底

15家上市银行（宁波银行除外）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规模达到47360.23 亿元，

占同业资产规模的45.4%，资产总额较

2010 年增长了65.6%。2012 年兴业银

行买入返售业务资产规模达到7927.97

亿元，为16家上市银行之首，民生银行

则以7326.62亿元的资产规模紧随其后。

以银行（或理财计划）持有信托受益权

为例，截至 2012 年 6月末的估算数可

见表1。

图 4  买入返售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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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买入返售的各类信

托产品

买入返售业务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类

信托产品中，但根据信托产品的不同需

求，尤其是出于获取收益、管理流动性以

及推动传统融资的不同目的，各类信托

产品涉及买入返售的基础资产和交易对

手会存在较大的差别。

1. 准基金型的现金管理信托产品

该类信托产品设计目标为高流动性

的大资管产品。由于高流动性需求，各类

标准化资产是买入返售交易的首选，如

同业存款、央票、高流动性债券等。交易

对手按约定价格回购债券，提供增信并

降低债券交易价格风险，交易方也可以

有债券套利机会。买入返售涉及的交易

对手主要为各类债券账户，包括银行、基

金、券商、信托等甲乙类账户，也可能为

丙类账户（见图5）。

2.有收益率优势的资金池信托产品

以原始资产或买入返售高收益资产

来建立主要投资收益，通过买入返售债

单位：亿元
合计—信
托受益权

交易性金融资
产—信托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信托计划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受益权

应收款项类投资—应收信
托投资款 / 信托受益权

农业银行 477 477
浦发银行 375 375
民生银行 63 63
兴业银行 2827 143 2126 559
华夏银行 35 35
平安银行 350 350

表 1 信托受益权规模情况

图 5  现金管理信托结构

债券资产收益权现金管理投资人 信托公司

持有到期债券等

资产回购方

资金 资金

产品 债券
收益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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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等高流动性资产来管理临时流动性，

资产配置以收益率为主并兼顾流动性，

既有初始设立时形成的资产（如信贷资

产、信托资产等），也包括存续管理过程

中通过买入返售形成的信托受益权或高

收益债券等。在该产品模式下，合作方持

有原始信托受益权或其他高收益资产；

信托受益权转让将资产形成与资金运作

分离，拓宽了信托计划资产选择；信托

受益权配置既可能买入返售，也可能持

有到期（见图6）。

3. 以买入返售债权或股权为主的

融资类信托产品

与传统融资型信托产品极为类似，

买入返售提供了信托产品的主要收益来

源，且通常约定到期回购信托财产也是

信托计划终止的重要条件，买入返售交

易标的为非标准债权资产（如：贷款、应

收账款）或股票、股权等各类资产。在该

模式下，由融资方或第三方提供到期回

购，也实现了对信托产品的增信，满足了

客户的融资需求（见图7）。

图 6   资金池信托产品结构

信托收益权，高收益
债券等

资金池产品投资人 信托公司

信托收益权持有到期

信托资产如贷款

流动性管理资产如债券等

资产回购方

资金 资金

资金

资金

产品 收益权

图 7   融资类信托产品结构

应收账款，股票，
股权等收益权

资金需求方或
其他回购方

信托购买人 信托公司
资金 资金

产品 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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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入返售的发展方向

1. 买入返售的规模空间

（1）标准化资产的买入返售

基于标准化资产的买入返售的规模

空间，理论上源于客户对资产管理的潜

在需求，而实际情况还要取决于各类资

管业务的特点。国内目前有超100万亿

的货币资产，家庭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以

及存款人投资对抗通胀的强烈需求，是

传统资管迅速发展的基础。基于标准化

资产的买入返售业务，只要资管产品有

需求且在合规范围内，那么，在理论上是

没有规模限制的。而信托公司能够在标

准化资管业务下分享多少比例，要看其

在混业下的牌照特点。例如，基金产品可

以通过卖出回购扩大杠杆，信托计划不

能通过卖出回购做杠杆，只能从事标准

化资产及买入返售业务，显然，证券基金

的灵活性更大、优势更明显。

（2）非标准化资产的买入返售

基于非标准化资产的买入返售业务，

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密切相关。由于非

标债权对货币发行量的重要影响，是宏

观政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如463号文、

8号文的相继出台），这将制约买入返售

非标资产业务的发展空间。

从信托公司盈利模式来看，如果宏

观周期支持非标资产的快速形成，那么

信托公司有可能不需通过买入返售等业

务，就能很容易找到好的资产盈利，挣到

“快钱”，信托公司可能没有很大动力做

买入返售等主动管理产品。但如果信托

扩张到了以资产信用风险的增加为代价，

或者宏观政策不支持非标资产的高速形

成，那么信托公司就有必要对标准资产

买入返售业务实施精耕细作，充分挖掘

市场所提供的资产资金双向机会，通过

买入返售业务增加盈利。

2. 买入返售的标准化趋势

（1）交易标的从非标向半标准化发展

目前，买入返售业务中涉及的投资

标的主要有债权、股权、股权受益权、特

定资产受益权、限售股受益权、应收账

款受益权、应收租赁款受益权和大宗、

奢侈品等另类投资标的。由于买入返售

业务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非标资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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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使非标资产的业务模式能够进

行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该类业务的重要发

展方向。特别是对于股权和债权类资产，

市场上已经逐渐形成内部的半标准合同

和规范化流程，然而对于其他标的资产

的选择上仍未有有效的边界和范围进行

界定。在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日新月异的

今天，能够真正满足市场需求、有发展

空间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买入返售业务模式中的诸多非标资

产，如何进行合理的区分和界定，如何

确定各种标的资产的业务空间和内在风

险，有待行业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2）交易环节和交易方式更加标准化

由于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形式

多样，其业务的交易环节和交易方式也

各有不同，对于不同信托公司的买入返

售业务也会因自身的业务需求而进行不

同尺度的规范。为了加强对信托行业的

管理，提高业务的市场认知度和操作安

全性，需要提炼买入返售业务的交易环

节和交易方式上的共同点，如交易平台、

估价方式、交易登记等方面，对其进行

进一步的规范，通过流程上的优化以及

制度上的建设，提高买入返售业务的整

体操作能力和管理，更好地控制不同标

的资产的业务风险及操作流程。

（3）交易处理和交易披露更加标准化

对于买入返售业务而言，良好的交

易流程是实现交易安全性的重要基础，

而交易后的事务处理以及对投资者的

信息披露则是对业务顺利结束的重要保

障。有效的后续管理制度以及风险管理

体系对于买入返售业务资产的顺利兑付

起到关键的作用。目前信托行业各家信

托公司都会借鉴同业的标准对项目的后

续管理进行一系列的建章立制，标准化

的后续管理制度已经初见端倪，特别是

对于交易后续处理以及信息披露的有效

管理，可以大大降低项目的违约风险和

信用风险，实现买入返售业务的规模化、

透明化、公开化发展。

展望未来，也许买入返售业务达到

标准化尚需比较长的时间，但信息及披

露的规范化，有助于改变刚性兑付的现实，

也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买入返售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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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空间。

3. 买入返售业务的合作途径

（1）匹配同业伙伴的特别要求

由于买入返售业务面向不同的交易

对手，各信托公司可寻找不同客户的需

求特点，梳理出不同交易对手偏好的标

的资产、业务规模、信托收益和信托报

酬等要素，并根据各方的需求寻找相匹

配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途径。在服务模式

上可以借鉴现代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理

念，以客户需求为主导，深入了解买入返

售市场中各行业的需求特点，为客户量

身定制个性化的服务方案。

（2）寻找标的资产的估值差异

由于买入返售业务标的资产不同，

可以根据其估值的差异寻找业务的合作

机会。如信托公司选择估值较低、变现

能力较强的债券、股票等标准资产，可以

利用其流动性管理及信息披露方面的优

势，对资产的处置和评估进行更好地处

理；如果为提高融资收益、增加融资规模，

可以选择估值较高的债权、权益等非标

资产，以较低的流动性换取较高的融资

效果。当然，不同标的资产的估值目前还

没有可行的标准，对于估值的准确性和

方向性仍然会因为业务的需求进行细微

调整，未来需要对资产的估值进行标准

化的评判。

（3）强化买入返售的高效运作

目前的买入返售业务仍然以非标资

产为主导，资产的交易在实现业务顺利

进行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买入返售业务

的运行效率。在标准资产的运作上，信

托公司可以学习基金、券商的管理方式，

加强对现金管理产品的标的资产配置及

交易能力，并通过主动管理能力提升资

产交易的效率。在非标资产的运作上，

信托公司需要提高非标资产的流动性，

通过更加完善、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

提升产品的社会认知度，与标准资产具

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为非标资产的转

让和交易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4）发挥信托制度的特殊优势

信托公司以其特有的信托制度及功

能设计，为市场提供多样化、多平台的信

托融资、资产管理等专业化服务。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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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售业务可以充分利用信托制度在破产

隔离、灵活设计、受托责任方面的优势，

在实现资产权利转让的同时对资产的风

险进行有效隔离，不仅满足客户多元化

的需求、提供不同资产的融资机会，且能

通过信托公司对项目的准入和资产后期

的管理进行严格的控制，为国内市场提

供一个权责分明、风险可控、信息公开

的融资交易平台。

三、买入返售业务理论分析

（一）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

买入返售类似于融资类的业务模式，

其实质是通过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

或者OTC市场，按照买入返售协议约定

先买入再按固定价格返售特定的资产。

而资产可以是债券资产、股票资产、权益

资产（包括债权、股权、物权、混合权益等）、

信托受益权等各类资产。

1. 标准资产（债券、股票）

买入返售业务中的标准资产是一种

低风险、低交易成本的短期融通工具，

不但可以作为一种融资或者获取资产的

手段，还可以作为保值和短期投资的工

具。标准资产的回购约定在卖出一笔资

产后过一段时间再以特定的价格买回这

笔资产，并按商定的利率付息。标准资产

的价格基本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或者公允

价值进行定价，其流通性以及操作性相

对较强。付出资产方获得资金，付出资金

方获得资产。质押式回购与买入返售的

主要区别在于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不

同。在质押式回购中，买入方不拥有标

的资产的所有权，在回购期内，买入方无

权对标的资产进行处置；而在买入返售

中，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买入

返售方在回购期内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

权，可以对标的资产进行处置，只要到

期时有足够的同种资产返售给正回购方

即可。

2. 非标资产（权益资产、信托受益

权等）

买入返售权益资产包括债权、股权、

物权、混合权益等，由信托公司募集资

金用于购买融资方持有的标的资产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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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权，同时融资方将标的资产抵押或者

质押给信托公司并按约溢价回购标的资

产的受益权。买入返售权益资产可以运

用相对固化或具备一定价值的权益资产，

对没有足够现金流入的资产提供流动性

支持，对于融资方获取资金后的用途相

对灵活。该类业务的后期管理也与标准

资产买入返售业务不同，对项目的把控

主要以权益的标的资产作为基础。

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是指信托受

益人将其所享有的信托受益权通过协议

或其他形式转让给受让人持有。持有到

期后受让人再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原

信托受益人或者协议第三方。基本操作

模式是：由需要融资的企业将资产委托

给信托公司设立财产权信托计划，然后

再将该信托受益权转让给信托计划或

信托公司自营资金，从而获得所需资金，

信托公司持有信托受益权到协议规定期

限再返售给融资方，或者由信托公司直

接设立TOT产品，以母信托的方式购买

子信托的信托受益权，实现信托受益权

的市场流通性。

（二）买入返售业务项下法律

关系探讨

1. 买断式回购的法律关系

买入返售的定义来源于买断式回购

业务，对于买入返售业务的法律关系可

以借鉴买断式回购业务的理解：一种是

将其视为两次现券交易；另一种是将其

视为融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

种理解并不互相矛盾，融资融券（或其他

权益凭证）是买断式回购交易的性质，

买断卖断是买断式回购交易的表现形式，

且无论如何理解均不改变其交易实质和

实际的交易流程。

在两次交易期间，由于标的资产所

有权已发生转移，所以双方均无需进行

特殊的会计处理，只需按自营证券业务

进行相关处理即可。有观点认为，买断式

回购是一种融资活动，标的资产买断是

一种形式，融资才是实质。交易过程中虽

然在法律意义上讲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已

发生转移，但经济所有权实质上并末转

移，在交易到期日双方履约的情况下，参

与交易的标的资产最终会流回正回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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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需反映标的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

但是对交易双方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新的

要求。从现有定义看，买断式回购选择了

两次标的资产买断的定义方式，但是从

本质上讲和国际经验来看，买断式回购

主要被作为一种融资工具，是一种依附

于标的资产的融资方式。根据会计上“实

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会计主体应该按

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

算，而不应当仅仅以它们的法律形式作

为会计核算的依据。从形式上看，买断

式回购的两次交易行为 (首期和到期 )

伴随着标的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存在资

金清算和标的资产交割，似乎应归属于

标的资产的买卖行为，但从经济实质看，

交易双方在买断式回购首期和到期进行

的两次标的资产所有权转移只是进行该

次回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考虑交易

双方其他深层次的动机，至少该次买断

式回购的直接目的在于融资或融券，而

不在于进行标的资产买卖。也就是说，

双方看中的是融资过程中的回购利息收

入与支出，而不是通过首期和到期的两

次所有权转移来获取标的资产买卖价差

收入。收入确认原则强调的是与商品相

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就买断

式回购而言，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主要风

险和报酬包括两部分：标的资产市场价

格波动所带来的可能风险或收益和标的

资产利息的享有。正回购方利用回购协

议将交易期内标的资产的价格波动风险

锁定，但并没有将其最终转嫁出去，交易

到期后仍要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所以买断式回购的法律关系更接近于融

资的过程。而买入返售业务与买断式回

购业务的法律性质相似，虽然法律形式

上实现了标的资产的两次交易，但实质

上更倾向于是一种融资活动，在买入返

售的会计处理上也遵循买断式回购的方

式，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

计核算，而不仅仅以法律形式作为会计

核算的依据。

2. 国际上买入返售业务的法律定性

买入返售证券类业务始于20世纪

40年代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

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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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规范的情形下，买入返售业

务中的证券回购得以迅速发展，并因此

引发了大量的纠纷，对金融业的发展和

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买

入返售相关业务对金融、经济和社会发

展带来的创伤使我们认识到，在金融业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任何一个过程中，

法律的规范、引导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即使在证券回购市场高度发达的

美国，也没有从法律上对证券回购加以

明确界定，从而使得买入返售的法律性

质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目前国际上对

于买入返售的法律定性还没有定论，普

遍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但普遍采用公

共证券协会（PSA）和国际证券市场协会

（ISMA）的通用基本回购协议（General.

Master.Repo.Agreement）作为买断式

回购的蓝本，各国再推出适合自身市场

运行的交易协议。

买入返售业务具备了买卖和质押贷

款两种性质，资金和标的物可能都是交

易的对象，其与让与担保相类似。让与

担保与买入返售交易合约中设定的所谓

质押关系具有很好的契合性，而且让与

担保能够有效地克服流质契约给买入

返售交易所带来的障碍。让与担保制度

源于罗马法上的信托，它通过吸收罗马

法上的信托行为成分，经由判例学说发

展成为一种非典型担保制度。其在德国、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相当成熟的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

发展，传统担保法的传统的担保类型、

质押、抵押、留置、保证难以解决现代市

场经济风险性与经济参与体高度融资需

求之间的矛盾，也无法协调交易参与者

融资需求与担保物占有用益要求之间的

冲突等。以让与担保为代表的非典型性

担保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

保债务人的债务，将一定担保物的权利

先行移转给担保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时，担保权人可就该担保物的价值

直接受偿，如债务人按时清偿债务，则

该担保物的权利应当返还给债务人或第

三人的制度。这种特殊的担保权利即为

让与担保权。让与担保权的法律特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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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第一，让与担保权从属于事先存在

主债权。第二，让与担保权是以先行移

转担保物的权利的方式达到担保债权的

目的。第三，让与担保权的担保物不一定

要移转，占有亦可成立。第四，让与担保

权的客体主要限于动产。第五，让与担保

权是一种约定担保权，必须有当事人的

合意方可成立。

让与担保的最大特征在于担保设定

人将标的物的权利移转于担保权人，因

此，担保标的物只要具有可让与性，就可

设定让与担保。为此，凡是具有可让与

性的权利，无论是物权、准物权、债权、

股票，还是无体财产权等具有财产价值

的权利，均可以成为让与担保的客体，

从而对不能设定抵押、质押、留置三类

典型担保标的物设定担保，弥补了典型

担保的缺憾。这也很好地满足了买入返

售业务标的物的多样性。对于社会上各

种新形成或尚在形成中的财产权利（如

建设中的不动产），其自身或与其他财产

权利结合后，具有相当高的经济价值，但

在法律上尚不允许这些财产权利作为抵

押权或质权的标的物，因此，这些权利

要得到法律承认还需经过一段时间，但

企业融资的迫切需求难以容忍法律的滞

后性，让与担保可解决此种尴尬。

3. 我国买入返售业务的法律关系

分析

我国现行的担保法律制度还不能够

直接适用于买入返售业务，且没有正式

引入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性担保制度。《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

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

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禁止流

质契约），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

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

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

债权人所有”。这些规定对流质契约采

取绝对禁止的态度。这说明即使担保物

的价格与债权额相当，仍为无效。对于

法律上的质押概念，一般法理或立法所

要求的属性主要有：质押权作为物权需

合乎物权法定原则、质押的成立要求质

物占有权的转移、质押登记的公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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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质押期间质权人对质物的使用及订

立流质契约等。而买入返售中的担保，

授信人对标的物均得运用，并于资金融

入方未依规定补缴追加担保时，授信人

得依规定处分担保物。这与民法所规定

的质权有差异。目前学术界对于让与担

保制度在我国大陆的创设持积极态度。

买入返售业务的迅速发展，其标的资产

的复杂性，以及企业要求实现各种财产

权的金融化和担保化的需求也将日益高

涨，这都会要求运用更富效率、更加便

捷的担保方式。

就买入返售业务是否适用担保借款

法律关系而言，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买入

返售属于买卖行为，而不是担保借款行为，

因此不适用担保借款相关法律规定。担

保借款法律关系项下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作为主法律关系与担保法律关系作为从

法律关系的结构，而买入返售业务项下

的买入与回购交易系各自独立、平行的

买卖法律关系，不存在主从法律关系的

结构。由于买入返售交易为买卖法律关

系，故在交易结构层面主要适用《合同法》

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买卖合同的相关规

定。实际过程中，买入返售业务可以被看

作两笔标的资产交易的组合，系标的资

产的买入与回购交易，因此信托计划从

融资方受让（买入）标的资产的交易行为

实质构成即期买卖法律关系，而信托计

划与回购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点转让（返

售）标的资产的交易行为实质构成远期

买卖法律关系。就买卖法律关系指向的

标的资产而言，如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

资产为债券、股票、以及非标准资产（如

未上市债权、未上市股权、物权、信托受

益权等），则即期买卖法律关系与远期

买卖法律关系项下的标的资产为上述资

产本身；如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为

资产收益权的（如股权收益权、应收账

款收益权、特定资产收益权等），则即期

买卖法律关系与远期买卖法律关系项下

的标的资产为基于该等资产收益权转让

交易而产生的债权性权利，并非该等资

产收益权对应的股权、应收账款、特定

资产本身。同时，因买入返售业务涉及标

的资产的权属变动，应适用各类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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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属变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标的资

产为股票，则应适用《公司法》《证券法》

及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股票交易规

则；如标的资产为债券，则应适用《证券

法》及证监会、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

市场有关债券交易规则；如标的资产为

物权，则应适用《物权法》有关物权变动

的相关规定；如标的资产为资产收益权，

则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标的

资产为信托受益权，则应适用《信托法》

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

法》有关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三）买入返售业务的风险分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持续稳定的

增长，成为信贷规模调控背景下商业银

行业务新的增长点。但由于法律性质界

定仍存在分歧，买入返售业务中的不规

范操作及其引发的潜在风险值得各方警

惕。买入返售业务的风险主要分为宏观

和微观两方面。

1. 宏观方面

买入返售业务加大了市场流动性风

险。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融资的一种模

式，融资方可将所融资金购买金融资产，

继续用于融资，经过多次操作，在收益

放大的同时增加了杠杆，使得收益和损

失放大。从整个信托体系来看，买入返

售业务加快信托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的

同时，也放大了信托的信贷资产规模，导

致信贷过度扩张，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

险。在买入返售业务中，一般多以期限

较短的资产为配置目标，信托公司可以

通过买入返售业务来实现“短贷长用”。

大多数信托公司的业务盈利模式都存在

借入短期资金，然后配置到期期限相对

长的买入返售等，以获取期限错配的利

差收入。期限错配能增加信托公司资金

的使用效率，但也可能给信托公司带来

流动性压力，并面临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一旦市场出现不稳定因素，由于投资的

长期资产不能立即变现，就会引发流动

性风险。

买入返售业务干扰了货币政策的实

践效果。买入返售业务也具有信用创造

的功能，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供给，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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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

应量调控出现偏离，从而影响货币政策

调控。在信贷从紧的背景下，信贷规模

是一个稀缺资源，而买入返售的信贷、

证券资产不占用银行自身的信贷规模，

又能使银行获取较高收益。在投融资过

程中，买入返售业务提供的资金部分重

新流入金融体系，成为新的资金来源，

增加了货币流通。这就导致尽管央行提

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社会融资

规模却不减少，货币供应量没有减低的

现象会出现，使得货币政策效用降低。

货币供给的扩大还对利率形成了一定的

影响，实际上造成了我国利率的半市场

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也造成了

影响。

2. 微观方面

信托公司在进行买入返售业务时，

与其他信托业务一样会面临多种风险，

但基于信托业务的特点，业务数据难以

收集，再加之行业内鲜见买入返售信托

业务风险暴露的案例，建立相应的风险

度量模型或理论存在难度，因而会面临

风险，以下为信托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即指因回购方不愿意或无

力履行回购协议将对信托项目产生的不

利影响。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的逐渐深入，

市场参与者逐渐扩大，然而参与者的信

用差距也随之拉大。受利益的驱动，买

入返售业务双方违反协议的事件屡见不

鲜，引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信用缺失

开始成为制约买入返售业务进一步发展

的问题。以买入返售债券资产交易为例，

资金融入方由于资金使用不当造成不能

按期交付或者延迟交付本金和利息就会

形成信用风险。

（2）估值风险

估值风险即指因买入返售业务的标

的资产价值难以评估而对信托项目可能

带来的风险。市场上很多买入返售业务

的标的资产的公允价值不易取得，即使

通过专业的评估公司也难以做到较为准

确合理的估值。信托公司在买入标的资

产时难以确定其合理的买入价格，如果

以较高的价格买入了实际价值较小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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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当回购方发生信用违约时，会带来更

大的业务风险。

（3）保管风险

买入返售业务涉及的标的资产品种

多样，有些可能需要采取专业化的保管

措施，如字画、茶叶、红酒等，这些资产

不仅需要专业化的保管技术，也需要专

门的存储环境，绝大多数信托公司都难

以做到，只能通过委托专业的中介机构

进行，信托公司对中介机构的甄选也可

能出现失误，这些问题也可能造成买入

返售业务标的资产的保管风险。

（4）流动性风险

当回购方不愿回购或无力回购时，

信托公司将要对买入的标的资产进行处

置。由于很多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

价值难以衡量，容易造成“有价无市”，

比如字画艺术品、奢侈品等，或“无价无

市”，如各种受益权、平台公司的股权等。

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七十一条规定，

资金融出方作为质权人，无权自行处置

质押证券，须与出质人协议以质物折价，

或者依法拍卖、变卖质物。如果协商不成，

资金融出方就不得不通过仲裁或者司法

程序来实现质权，因此资金融出方存在

资金的流动性风险。对于买入返售交易，

资金融入方有可能到期不将资金还给

逆回购方，在资金融入方不履行回购义

务的情形下，资金融出方有权立即处理

回购项下的证券，风险较小。但资金融

出方也有可能到期不按约定的价格和数

量将标的资产还给正回购方，资金融入

方不能及时购回证券，须通过约定或法

定的方式和程序收回证券，或者取得相

应赔偿，因此，存在质押物价值的流动

性风险。

（5）法律合规风险

买入返售业务标的资产除了部分实

物资产和常见的金融类资产外，很多买

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如各种受益权，

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尚无相关定性，

对这些受益权的法律属性能否得到权

力机构的认可还不得而知，部分买入返

售业务标的资产的法律属性存在不确定

性。买入返售业务发展多年，但仍然处

于起步阶段，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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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对于买入返售业务相关内容，目前我

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得尚不够

明确。随着买入返售业务投资标的和交

易量的迅速增长，尽快研究制定担保品

快速处理机制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务之

急。

3. 买入返售业务的风险缓释措施

（1）业务开展前期做好尽职调查

我们认为通过尽职调查发现问题是

后期进行有效风险缓释的前提。在业务

开展前应对包括担保主体在内的交易各

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实地查看

标的资产和担保物的现状，并对其市场

价值和流动性作出判断分析。对于委托

人指定的标的资产并设计交易模式的买

入返售业务，信托公司应就该种交易背

景在相关交易文件中进行明确表述，并

充分揭示由此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与风

险承担。

（2）做好对特殊标的资产的保管

在买入返售业务中，融资方往往以

字画、茶叶、酒品等另类资产进行卖出回

购，信托公司在取得这类资产后，都会面

临保管问题。信托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对

上述资产难有专业的保管知识、人员和

适宜的保管设施。信托公司可以将上述

事宜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一方面可以

起到资产保管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利

用他们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在信托公

司买入上述标的资产时进行专业评估鉴

定或提供其他专业咨询服务。

（3）做实项目后期管理

在信托项目成立以后，信托公司要

根据受托人的职责和信托合同的约定

履行后期管理义务，并事先列明项目存

续期间各时点的管理计划，并取得委托

人的签字认可。在后期管理过程中，受托

人要切实履行管理计划中列明的管理事

宜，做到在管理过程中相关方，比如出卖

人、回购义务人、担保人等进行签字确认。

（4）建立信托受益权交易平台

这个交易平台应具有证券交易所、

银行间市场的类似交易功能，在遵守信

托受益权转让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信托

受益权持有者可以通过这个交易平台进

行集中报价、撮合交易，这样它既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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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权持有者提供相关自由的风险管理

工具，也可以为其他自然人或机构投资

者的资产配置提供多样化选择。

四、买入返售业务操作流程

（一）买入返售业务的信托公司

内部职责分工

买入返售业务相对于其他的融资类

业务，涉及的交易环节比较多，还涉及到

买入返售标的物的权属变动以及标的物

（权利）的保管等，需要信托公司多个部

门相互配合完成。对于买入返售业务公

司内部职责分工，本着职责明确、分工

合理、全面覆盖的原则，建议对内部业

务管理机构设置及前中后台职责分工如

下：

1. 信托业务决策委员会

（1）研究制订买入返售业务的投资

原则、投资方向，确定公司买入返售业务

的规模和占比；

（2）决策批准买入返售业务的资金

运用方案，提出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2. 信托业务部

（1）信托业务部是买入返售业务的

具体承办部门，负责寻找项目，了解项目

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开展尽职调查，

并与交易对手就基本交易事项达成共识，

形成产品设计方案；

（2）负责业务洽谈、渠道拓展等业

务推动工作。

3. 运营管理部（即受托部）

（1）负责交易文件的签署及风险控

制措施的及时落实，负责办理抵押、质押、

股权变更、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2）负责资金划转、信息披露、业

务台账统计、现场检查、信托利益分配

及清算等信托项目存续期间的管理工

作；

（3）负责业务档案的保管，包括与

信托计划有关的重大合同、凭证，相关

名册、账册、报表和记录；

（4）负责对买入返售项目的资金运

用范围进行监控，严格保证信托财产的

运用符合信托合同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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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及合规部

（1）负责对买入返售业务具体项目

的合规审查，并负责信托合同、买入返

售主合同（转让及回购协议）、担保合

同（如有）、保管协议等法律文件的法

律审核工作；

（2）为信托业务部在买入返售业务

中的创新操作及时提供法律支持，就其

中涉及投资标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

转移（过户）引起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

和提示；

（3）负责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按照

监管要求做好报备工作。

5. 风险管理部

（1）制定买入返售业务尽职调查指

引；

（2）负责交易对手的评估、准入及

额度管理；负责对买入返售业务中融资

客户信用风险进行审查，对基础资产的

真实性进行审查，并对业务处理过程中

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的管

理和控制提出意见；

（3）负责监督项目的进展情况、基

础资产状况及风险变化，提出完善风险

管理的意见。

6. 信托财务部

（1）为信托项目建立信托专户，执

行信托资金运用指令，发现信托资金运

用指令违反信托合同规定时，有权拒绝

执行该指令，并向业务决策委员会报告；

（2）负责买入返售业务的会计处理

及核算，实施信托利益分配方案；

（3）保存相关账册、报表和记录等。

7. 内部审计部

（1）作为专职的稽核部门，按照其

工作规则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买入返售业

务的会计记录与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可

靠性进行审计；

（2）监督与核查信托业务部门及相

关部门对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以防范风险；

（3）对审计监督中发现的重大问

题、事件和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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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入返售业务的信托公

司内部操作流程

以买入返售方式运用信托资金的

信托项目，就操作流程而言，总体与常规

融资类信托项目基本一致，但由于投资

方式的特殊性，其在实践操作中也具有

较为特殊的方面。

1.买入返售信托项目的前期论证、

尽职调查及立项

买入返售项目应根据前期尽职调查

所了解到的拟投资资产属性、价值以及

未来回购方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预测等

信息，讨论项目最终结构设计为购买拟

投资资产的所有权或购买拟投资资产的

其他权利（如收益权等），由转让方回购

或要求现金流稳定的第三方进行远期回

购。如进行资产所有权的买入返售交易，

可能在买入及未来返售两次所有权转移

环节产生较高额的税费（如房屋所有权

的买入返售项目），因此对于交易环节税

费征收制度的了解，也是买入返售项目

尽职调查和结构设计的重要考量方面。

对于买入返售项目，信托公司内部

审查立项，是项目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

不同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估方式和风险控

制标准都有所不同，因此信托公司内部

投资决策机构对于买入返售项目的审查

立项，也充分体现了各自的风险偏好特

征。

2. 买入返售信托项目发行及成立

阶段

与常规信托业务相同，买入返售信

托项目在完成立项后，即进入法律文本

的起草阶段。为确保后续交易的顺利进

行，在法律文本中应特别注意根据标的

资产或权益的性质约定该等标的资产所

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转移时间、方式等，

以及未来回购方回购价款计算方式等。

对于买入返售信托项目，在信托推

介发行阶段，就买入返售交易对投资者

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也是此类项目应特

别注意的环节。如信托文件和相关交易

文件约定了风险控制或增信措施的，在

信托项目成立前，应落实相应的风险控

制或增信措施，以确保项目的交易安全。

推介发行完成、信托项目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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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信托文件、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

及时办理信托公司买入标的资产所有权

或其他权利的转移手续，并及时交付受

让价款；如根据标的资产或权益的性质，

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还应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由转让方和信托公司工作人

员共同至相关主管部门办理标的资产权

属或其他权利转移的登记手续。

3. 买入返售信托项目存续阶段

就买入返售业务而言，由于信托项

目存续阶段，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实为

标的资产或权益的持有人，故对信托公

司持有、管理及 / 或运营标的资产或权

益有较高的要求。信托公司应根据标的

资产或权益的属性，选择适当的管理或

运营方式，以确保信托项目存续阶段标

的资产或权益不会发生价值减损。另外，

针对某些特殊的投资标的，如上市公司

股票或股票收益权，在信托项目存续阶

段，可能还需要信托公司协同保管银行

对其进行定期估值。

买入返售项目最终收益的实现主要

依赖于回购方在约定的未来时点以约定

的价格对标的资产或权益进行回购，故

信托存续阶段，对回购方经营资产及财

务状况的持续关注亦为买入返售业务的

操作要点之一。

4. 买入返售信托项目的终止及

清算

正常情况下，回购方按照约定的时

间以约定的价格回购信托公司作为受托

人持有的标的资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

信托项目即终止并进行清算；此时，需要

信托公司配合回购方办理标的资产所有

权或其他权利的转移，该过程与信托项

目成立时权属 / 权利的转移程序相同、

方向相反。

在回购方发生信用风险时，为实现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所持有标的资产或

权益的变现，信托公司需进行相应的资

产处置。该等情形下，需根据信托公司

内部业务及决策程序，由信托业务部门

拟定资产处置方案，并由信托业务决策

部门进行决策；对于标的资产或权益的

评估、寻找受让方等工作，需要信托公司

内部业务部门、运营管理部门、法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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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部门以及风险管理部门等的充分协作

和配合。

综合而言，买入返售信托项目的操

作，根据其业务特点具有特殊的操作要

点，在信托公司具体操作该类业务时，应

根据标的资产或权益的属性、具体交易

结构的设置以及各信托公司自身的风险

控制标准落实各个操作环节的要点。并

且，由于买入返售业务具有特殊性，在操

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个性环节较多，各

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内部制

度要求，适当选择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提供评估、审计或法律方面的专业服务。

（三）买入返售业务的风险资

本计提与核算

买入返售业务在进行风险资本计提

与核算时，依据中国银监会《信托公司

净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净资本管

理办法》）及其附件《信托公司风险资本

计算表》（以下简称《风险资本计算表》）

以及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

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净资本标准通知》进行

操作。由于其交易结构比较复杂且买入

返售的标的物可能涉及不同的类别，其

风险资本计提与核算与其他类业务相比，

相对复杂。

1. 风险资本的定义及计提核算

公式

根据《净资本管理办法》第三条以

及第十三条的规定：“风险资本，是指信

托公司按照一定标准计算并配置给某项

业务用于应对潜在风险的资本”，“信托

公司开展固有业务、信托业务和其他业务，

应当计算风险资本。信托业务风险资本

＝信托业务各项资产余额*风险系数”。

因此，买入返售业务风险资本计提核算

公式应为：买入返售业务风险资本=买

入返售业务各项资产余额 *风险系数。

2. 买入返售信托业务类别的划分

及风险资本的计提

《风险资本计算表》根据投资对象

可分为单一类信托业务及集合类信托业

务（包含银信理财合作，下同）。根据《净

资本标准通知》第四条规定：“银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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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务以及受益权发生转让导致受益人

超过两人（含两人）的信托业务，按照集

合资金信托业务计算风险资本。“买入

返售信托业务应区分单一类信托业务或

集合类信托业务并计提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计算表》根据业务类型

可分为融资类和投资类信托业务。融资

类信托业务是指以资金需求方的融资需

求为驱动因素和业务起点，信托目的以

寻求信托资产的固定回报为主，信托资

产主要运用于信托设立前已事先指定的

特定项目。融资类信托业务包括但不限

于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

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股票质押融资和

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投资类信托业务

是指以信托资产提供方的资产管理需求

为驱动因素和业务起点，以实现信托财

产的保值增值为主要目的，信托公司作

为受托人主要发挥投资管理人功能，包

括股票、债券投资、股票受益权投资信

托等业务。对于一个信托产品既包含融

资类又包含投资类业务的项目（如TOT

信托），按照融资类和投资类业务风险

系数分别计算风险资本。

综上，买入返售业务中，约定未来

由原交易对手或第三方机构按事先或三

方约定的价格回购。大多数情况下，该价

格都是固定的，因此《净资本标准通知》

中将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的项目界定

为融资类业务，按照融资类业务计提风

险资本。也有少数情形，回购的价格是

浮动的，不确定的。如债券类信托业务

约定回购价格为“在Shibor 利率基础上

上浮 40 个 bp”，虽然 40 个 bp是固定

的收益，但Shibor 利率是每天变动的。

因此该项业务总体收益就非固定的回报，

应归入投资类信托业务，按照投资类信

托业务计提风险资本。

买入返售信托业务风险系数的选择

还应考虑交易对手对信托资金的实际用

途。《风险资本计算表》在融资类信托

业务下，根据交易对手信托资金的实际

用途规定了不同的风险系数，如区分房

地产类融资和其他融资类业务，而房地

产类融资又区分为公租房廉租房类融资

和其他房地产类融资等。因此，虽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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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返售信托业务在信托资金用途方面表

述为买入各种资产如债券资产、股票资

产、受益权资产等，但基于“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还是要根据交易对手对信托资

金的实际用途来选择确定项目的风险系

数。如信托资金用于购买甲商业房地产

集团下属A项目公司的股权，并到期由

甲商业房地产集团进行回购。该项目就

应选择房地产类项目风险系数计算风险

资本，按照其他融资类风险系数计算显

然不合适。

（四）买 入 返售业务 的会 计

核算

信托公司买入标的资产时，基于不

同的标的资产及未来返售价格的确定方

式，在会计科目的处理上也不尽相同，

对于金融类资产的买入返售业务，当其

未来的返售价格是通过市场公允价值确

定的，则信托公司应将其借记信托业务

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贵金属”等

会计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当其未来

的返售价格是通过双方事先的协议确定

的，即标的资产的风险和报酬并未因买

入返售行为而转移，则信托公司应将其

借记信托业务的“其他应收款”，贷记“银

行存款”。对于实物类标的资产，当其未

来的返售价格是通过市场公允价值确定

的，则应将其借记信托业务的“固定资

产”、“投资性房地产”等会计科目，

但当其未来的返售价格是通过双方事先

签订协议确定的，则信托公司也应将其

借记信托业务的“其他应收款”，贷记“银

行存款”。以各类受益权作为买入返售业

务标的资产时，由于各信托公司几乎都

以协议的形式约定了将来特定时点的可

得收益，且为固定的金额，为了确保约

定收益的实现，卖出回购方往往还负有

差额补足义务，并伴有相关的担保措施，

依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我们认为

买入受益权类标的资产时，都应将其借

记信托业务的“其他应收款”科目，同时，

贷记“银行存款”。

信托公司在信托项目存续期间和返

售标的资产产生收益时，应在借记信托

业务“银行存款”的同时，贷记买入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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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时相应的会计科目。

在卖出回购方延期回购的情况下，

按正常交易处理，将罚息、违约金作为

利息或投资收益；在卖出回购方不予回

购或无力回购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可处

分买入资产，此时应将“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按其公允价值调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进行处分获得信托收益。

五、买入返售业务的标准化尝试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标准化的

定义为：“标准化主要是对科学、技术与

经济领域内应用的问题给出解决办法的

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得最佳秩序。一般

来说，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

随着社会对标准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其

适用范围也在扩大，不再将标准化限定

于经济、技术、科技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这就为将标准化理念引入金融领域提供

了可能，同时，标准化作为一门新兴科学，

在现代经济社会已被广泛应用，甚至被

强制实施。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

投资理财意识的增强，信托产品进入了

众多投资者的选择视野。近年来，信托

行业的存量业务不断增大，新业务稳步

发展，其已然名副其实地坐上了我国金

融业的第二把交椅，对其业务进行标准

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将就买入返

售业务的标准化尝试进行分析：

（一）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的

意义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6月末，信托行业买入返售存量业务

已超过1700 亿元，对该类业务进行标

准化研究、推广将对包括信托公司在内

的各相关方都产生积极影响。从信托公

司角度来看，有利于提高业务部门开展

买入返售业务的交易效率，从事批量化

发行，同时，买入返售业务标准的确立也

便于风险与合规管理部门对该类业务进

行审查；从监管机构角度来看，有利于监

管部门更好地了解各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熟悉业务实践，了解业务风险，增强监管

工作的针对性；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规

范的业务介绍，准确的产品信息，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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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准确全面地了解产品情况，选择

适合自己投资偏好的信托产品；从社会

公众角度来看，标准化的业务内容，规

范化的信息披露，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

解信托公司、理解信托产品，使得信托

文化和信托投资理念得到更好地宣传、

普及。

（二）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的

难点和争议

1. 缺乏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研究

意识

新的“一法两规”为信托业带来了

春天，在2007年之前，信托业经历了曲

折的探索阶段，各信托公司不得不把很

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求生存上，少有信托

公司从事真正的信托业务，更谈不上有

专门人员从事信托业务的标准化研究。

随着2007年新“一法两规”的颁布，信

托公司回归主业，信托业务得到了快速

发展，各信托公司全力开拓业务，都纷纷

将精力放在了发展上，也无暇顾及对现

有买入返售业务进行标准化研究。

2. 缺乏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研究

机制

对某项业务进行标准化研究，是以

大量同类业务的积累为基础的，同时，为

了确立标准化的权威和便于实践推广，

买入返售业务不可能由某一家信托公司

单独完成，它需要整个信托行业的参与。

目前，整个信托行业回归信托主业也就

五、六年的时间，而且，随着经济形势和

监管政策的变化，各信托公司都结合自

身的业务专长对其业务进行适时调整，

买入返售业务在各信托公司间的分布并

不均衡；同时，同业间关于某一特定业

务进行信息共享、交流探讨并不常见，

这就使得行业内难以形成买入返售业务

标准化研究成果。

3. 标的资产多样化不易形成标准

化模式

信托制度相较于其他金融制度，最

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灵活性。投资途径多

样，投资标的更是几乎无所不包，各信

托公司可进行不同的业务选择，这样就

会形成买入返售业务标的资产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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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化，这一方面会给买入返售业务

的标准化研究带来难度，另一方面也会

引起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研究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思考。我们认为，无论投资标

的是什么形态和种类，在进行买入返售

业务时都有共同的交易模式，可以“求同

存异”，对其共性问题进行研究，以标准

化进行规范化。

4. 买入返售业务涉及交易制度多

样化

买入返售业务所涉及的资产如果只

是一般标的物，主要遵守《民法通则》《合

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等基础性法

律法规中关于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

所有权转移和风险承担等的规定；如果

涉及到房产和土地的，还要遵守《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

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中关于房产和土地流转的规定；涉及股

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还要遵守《证券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公司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开立信托专用债券账户

有关事项的公告》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该

类投资标的的交易规则，另类投资中涉

及文物、贵金属等特殊标的物的还要遵

守《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及贵金属交易

规定等。

（三）买入返售业务标准化尝

试的着力点及原则

1. 标准化着立点

买入返售业务的标准化存在上述难

点问题，为了更好地加以研究解决，应找

准以下着力点：

（1）梳理投资标的

从媒体关于信托业务的报道来看，

目前，买入返售业务中涉及的投资标的

主要有债权、股权、股权受益权、特定资

产受益权、限售股受益权、应收账款受

益权、应收租赁款受益权和大宗、奢侈

品等另类投资标的。可以研究分析涉及

上述资产的买入返售业务的共同点，如

投资标的选取标准、估价方式等，并在

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标的资产的业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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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及控制等。

（2）加强行业合作

各信托公司可安排专人负责本公司

买入返售业务的收集整理，梳理出该类

业务涉及的标的资产、平均单体规模、信

托收益和信托报酬报价、合作机构类型、

业务交易背景、业务地区分布等。然后，

由协会与监管部门组织各家信托公司在

总结既有买入返售业务实践经验基础

上，分析买入返售业务的发展趋势，力争

能够建立买入返售业务行业信息共享平

台。

2. 标准化原则

在对买入返售业务进行标准化研究

的过程中，我们应坚持以下原则：

（1）统一原则

统一原则即指在一定范围、时期和

条件下，对买入返售业务的特性和特征

应作出统一规定，以实现标准化的目的。

该原则应是标准化的本质与核心，它要

求标准化对象在形式、功能及其他技术

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当然，实现统一原

则本身也是有前提的，即该类业务的发

展有可持续性、业务模式有可复制性、

统一的标准具有权威性。就买入返售业

务而言，从目前的法规与监管政策来看，

前两项基本不存在问题，但标准的权威

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我们需要

确立一个怎样的标准化模式才能得到信

托行业、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尤其是司

法机构的认可。一个没有权威的标准化

模式，对行业有害无益，它一方面没有使

被标准化业务得到预期的法律和监管

保护，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各家信托公司

业务发展的创造力。

（2）简化原则

简化原则即指取其精要，而非面面

俱到，即只需说明出售方远期回购或第

三方远期回购下买入返售业务的交易特

点，结合投资标的的物理形态和法律属

性，指出因此需要关注的交易事项，而对

各公司在开展买入返售业务时的内部职

责分工、内部操作流程等方面不便作统

一要求，这样做是因为各家信托的内部

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基于各

自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特色而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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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没有必要在各家信托公司的内

部管理方面做到整齐划一。

（3）动态原则

标准是一定时期内特定技术或管理

水平的反映，随着时间变化、标准使用

环境的变化，买入返售业务的标准也应

依据行业所处业务环境、政策环境的变

化而适时修订，以保证标准的时效性和

适用性。由于信托业务的灵活性，其交

易形态也将不断变化，因此，应对买入

返售业务标准进行动态修订以适应不断

发展的业务需要。

六、买入返售业务的发展建议

（一）明确买入返售业务的标准

1. 明确业务性质标准

（1）法律性质

买入返售业务的两个阶段，即“买入”

与“返售”，其本质都是买卖民事法律

行为，具有诺成性，买卖双方当事人意思

表示一致即可成立，即一方当事人向另

一方作出建立买卖法律关系的要约，另

一方对此表示承诺，买卖关系即为成立。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

等法律法规关于买卖行为中标的物所有

权转移确立的总体原则是：动产是当事

人合意加转移占有，不动产是当事人合

意加转移登记。对于股票、基金等权利

凭证的买卖遵守行业相关的交易制度。

（2）法律关系

就买卖法律关系指向的标的资产而

言，如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为债券、

股票、未上市债权、未上市股权、物权、

信托受益权的，则即期买卖法律关系与

远期买卖法律关系项下的标的资产为上

述资产本身；如买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

产为股权收益权、应收账款收益权、特

定资产收益权等资产收益权的，则即期

买卖法律关系与远期买卖法律关系项下

的标的资产为基于该等资产收益权转让

交易而产生的债权性权利，并非该等资

产收益权对应的股权、应收账款、特定

资产本身。

（3）资产收益权的定性

对于非标准资产的买入返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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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益权法律性质可以从不同角度定

性为：无名合同债权、未来金钱债权、债

权金额不确定的债权，均受合同法的规

范和保护。

①资产收益权是无名合同债权

中国《合同法》的“分则”中规定了

“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

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等十五

类有名合同，《合同法》的“分则”中没有

规定的、上述十五类有名合同之外的合

同（例如“旅游合同”、“美容合同”等）

称为“无名合同”。《合同法》“分则”中

未明文规定的合同，同样是有效的、并受

《合同法》保护的合同种类。因此，收益

权信托产品中广泛使用的“物业收益权”、

“股权收益权”等概念，都属于信托公

司在日常业务中对于无名合同债权的一

种命名。

②资产收益权是未来金钱债权

收益权信托产品中的收益权交易，

并不是如普通的买卖合同那样“以钱买

物”，而是“以钱买钱”，即以现在的钱（信

托计划向基础资产所有人支付的对价资

金）买未来的钱（基础资产未来产生现

金流）。因此，收益权信托产品中的收益

权交易，在现在以及未来都不以取得“物”

为目的，而是金融交易的一种形态。

③资产收益权是在合同签署时“债

权金额不确定的债权”

收益权信托产品中的收益权交易，

与借款合同所规定的贷款债权的不同之

处在于：借款合同是债权金额确定的金

钱债权，而“收益权”是债权金额不确定

的金钱债权。例如，在股权收益权信托

项目中，股权收益权的金额等于持股人

在约定期间内收到的股利、卖出价款等。

在相应的股权收益权合同签署时，持股

人以及信托公司都尚不知道期间能够取

得多少股利（股利金额不确定）、能够产

生多少股票抛售收入（股票抛售价款不

确定）。因此，股权收益权信托项目中，

股权收益权是属于债权金额不确定的

债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附有回购

义务的股权收益权回购交易中，虽然信

托计划对持股人享有确定的债权金额，

但此债权金额是回购债权金额，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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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股权收益权”这一债权金额。就资产

收益权本身的权利内容而言，资产收益

权的出让方对资产收益权持有人仅承担

支付资产收益权对应的基础资产实际取

得收益等额资金的债务，即作为债权的

资产收益权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如基础

资产收益为零，则资产收益权持有人享

有的债权金额相应为零。

2. 明确业务流程标准

（1）前期论证、尽职调查及立项

买入返售项目应根据前期尽职调查

所了解到的拟投资资产属性、价值以及

未来回购方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预测等

信息，讨论项目最终结构设计为购买拟

投资资产的所有权或购买拟投资资产的

其他权利、由转让方回购或要求现金流

稳定的第三方进行远期回购。如进行资

产所有权的买入返售交易，可能在买入

及未来返售两次所有权转移环节产生较

高额的税费，需要对税费进行考虑。对

于买入返售项目，信托公司内部审查立

项是项目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信托公

司可根据公司内部的风险评估方式和风

险控制标准对买入返售项目进行审查立

项。

（2）信托项目发行及成立

买入返售的项目发行和成立阶段与

常规信托业务相同，在完成立项后，进

入法律文本的起草阶段。为确保后续交

易的顺利进行，在法律文本中应特别注

意根据标的资产或权益的性质约定该等

标的资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转移时间、

方式以及未来回购方回购价款计算方式

等。对于买入返售信托项目，在信托推

介发行阶段，应对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信

息披露。如信托文件和相关交易文件约

定了风险控制或增信措施的，在信托项

目成立前，应落实相应的风险控制或增

信措施，以确保项目的交易安全。推介发

行完成、信托项目成立后，应根据信托

文件、相关交易文件的约定，及时办理信

托公司买入标的资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

的转移手续，并及时交付受让价款。如

根据标的资产或权益的性质，需要办理

登记手续的，还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转让方和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共同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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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管部门办理标的资产权属或其他权

利转移的登记手续。

（3）信托项目存续期管理

信托公司应根据标的资产或权益的

属性，选择适当的管理或运营方式，以

确保信托项目存续阶段标的资产或权益

不会发生价值减损。另外，针对某些特

殊的投资标的，如上市公司股票或股票

收益权，在信托项目存续阶段，可能还需

要信托公司协同保管银行对其进行定期

估值。买入返售项目最终收益的实现主

要依赖于回购方在约定的未来时点以约

定的价格对标的资产或权益进行回购，

故信托存续阶段，信托公司需要对回购

方经营、资产及财务状况进行持续关注。

（4）信托项目的终止及清算

当回购方按照约定的时间以约定的

价格回购标的资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时，

信托项目即终止并进行清算。信托公司

需要配合回购方办理标的资产所有权或

其他权利的转移，该过程与信托项目成

立时权属 / 权利的转移程序相同、方向

相反。在回购方发生信用风险时，为实现

信托公司所持有标的资产或权益的变现，

信托公司需进行相应的资产处置。该等

情形下，需根据信托公司内部业务及决

策程序，由信托业务部门拟定资产处置

方案，并由信托业务决策部门进行决策。

对于标的资产或权益的评估、寻找受让

方等工作，需要信托公司内部业务部门、

运营管理部门、法律合规部门以及风险

管理部门等的充分协作和配合。

3. 明确会计处理标准

对参与者而言，由于买入返售业务

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回购参与者在会

计处理上可按下面两种方法处理：一种

是按准现货交易方式处理；一种是按融

资方式处理。

（1）按准现货交易方式处理

对于参与者，买入返售在会计处理

上作为两次现货交易，交易双方的资产

负债表内反映回购相应的资金运动和

标的资产运动，但在报表说明中对回购

相应的资金或标的资产给予注释，并建

立待返售标的资产和待购回标的资产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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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买入返售参与

者的首期和到期的资产负债表内会计处

理基本与现货交易相同，只是在报表说

明内容中应注释买入返售情况。这样处

理的好处在于：其一，资产负债表如实

反映标的资产所有权的转移情况，会计

处理简单明捷；其二，回购期间回购标

的资产发生利息支付便于处理。其不足

之处在于：其一，以现货交易形式表现买

入返售，其融资性体现不明显；其二，没

有利用财政部为质押式回购设计的专用

会计科目，可能不易为财政和税务部门

理解，可能误导税务部门对买入返售按

两次现货交易征税。

（2）按融资方式处理

鉴于买入返售业务的经济实质，对

于参与者，买入返售在会计处理上视为

一次融资交易，而不是两次现货交易。

进行买入返售时，交易双方的资产负债

表内只反映回购相应的资金运动，不反

映标的资产运动，回购标的资产留在正

回购方资产负债表中，但要在报表说明

中给予标记。回购参与者应在资产负债

表外作台账记录回购标的资产的运动情

况。

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买入返售参与

者的首期和到期的资产负债表内会计处

理基本与质押式回购相同，只是在具体

的报表说明内容上有所不同；同时公司

在簿记系统中如实反映回购标的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情况。期间如发生回购标的

资产利息支付，视同为正回购方先部分

偿还回购融入资金。如此处理有以下好

处：其一，体现买入返售的融资性，由于

逆回购方买入标的资产必须要返售，买

断是形式，融资才是实质，尽管法律所

有权发生转移，但经济所有权实质上并

未转移，正回购方仍然承担标的资产的

价格波动风险，因此从反映经济意义出

发，对于回购参与者而言，买入返售的

会计处理应视为融资方式；其二，与现

有金融会计制度比较吻合，对照财政部

会计科目，不用增加新科目，避免修改会

计制度的麻烦；其三，便于在回购期内进

行回购标的资产变更等操作；其四，与国

际会计标准（IAS）相同；其五，有利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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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理解，避免对买入返售按现货交

易进行会计处理而导致不合理征税；其

六，回购标的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虽然不

能在交易者表内直观反映，但可以通过

公司在簿记系统中的账务处理来如实反

映。

在买入返售实际业务中，同时进行

参与者待购回和待返售标的资产两种台

账的补充记录，通过对会计上的处理方

式进行标准化，减少项目的操作风险。

（二）完善相关制度

1. 完善信托制度的顶层设计

（1）登记制度

根据《信托法》第十条：“设立信托，

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信托登记。”买入返售类业务在进行转

让时就对远期的返售进行约定，如何对

信托财产的转让进行登记，如何对信托

计划的成立进行登记，如何对买入返售

资产的所属权利进行登记，法律上是否

认可远期返售的形式，这些问题皆待行

业规定进一步的完善。

（2）抵押权转让

目前对抵质押物进行真实出售和变

更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转让信贷资

产应当遵守真实性原则，禁止资产的非

真实转移。转出方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

隐性的回购条款；转让双方不得采取签

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等方

式规避监管。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资产

进行买入返售业务时，对抵质押物权属

的界定需要进行相应明确。何时进行抵

押物登记和转让将会对抵质押物的权利

判断造成影响。对于买入返售业务相关

内容，目前我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尚不够明确。随着买入返售业务投资

标的和交易量的迅速增长，尽快研究制

定担保物快速处理机制的解决方案已成

为当务之急。

（3）明确标的资产的性质

买入返售业务标的资产除了部分实

物资产和常见的金融类资产外，很多买

入返售业务的标的资产如各种收益权或

受益权，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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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定性，对这些受益权的法律属性能

否得到权力机构的认可还不得而知，部

分买入返售业务标的资产的法律属性存

在不确定性。为了解决法律属性的不确

定性，需要《信托法》进行顶层设计，明

确买入返售业务各类标的资产的不同性

质和处理方式，特别是对于受益权类的

非标资产，标准化的制度建设将会减少

买入返售的业务风险，帮助买入返售业

务进行普及和推广。

2. 完善行业操作制度

（1）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评估

制度

为了防范一定的信用风险，可以采

用一定标准评定交易参与方的信用等级，

禁止资产规模小、信用等级低、抗风险

能力差的机构入市。同时，对有资格参与

交易的市场成员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估制

度，加强对参与主体的交易监督，有必要

在交易成员举报的基础上，完善信息披

露制度，定期向市场参与者披露买入返

售中违约机构的名单，并对多次违约的

机构限制交易资格，甚至取消其从业资

格。

（2）引入履约金制度

银行间买入返售的保证金制度不具

有强制性，由双方自愿选择；而交易所买

断式回购的履约金制度是强制性执行的，

且双方均需缴纳。买入返售业务可以借

鉴交易所的制度设计，履约金虽然增加

了融资成本，但是进一步保护了被违约

方的利益。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违约的

风险上升，除了正常的罚息之外，履约金

可以作为被违约方的额外补偿。市场规

则的制定应该在整体风险可控情况下，

倾向于预测正确的一方。有保证的投资

回报才能进一步提高买断式回购市场的

水平。借鉴美国的经验，为了保证抵押品

有足够的价值，必须不断地对标的资产

价值进行再计算，以保证标的资产价值

至少与贷出资金的金额相等。这种再计

算一般在每日收市后进行。如果标的资

产价值下降，则买入方有权向返售方提

出调整保证金的要求，对保证金的补充

往往是追加额外的标的资产，但回购方

也可根据协议的规定选择提供额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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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了防范买入返售标准资产过程中

的信用风险，建立逐日盯市的保证金制

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3）完善赔偿责任制度

关于基础资产回购损害赔偿责任，

首先注意新老划断，即对于原来基础资

产回购中因为欠库而给投资人造成的损

失，责任目前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因为

基础资产回购中挪用基础资产行为造成

的受害人的损失，是源于国家的制度性

缺陷，这是其受损失的最根本原因。本

质上说，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新兴加

转轨之当下环境下，经济生活中的一些

立法比较粗放，对于一些行政立法和行

业组织立法，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责

任制度也不明确，从而存在严重的制度

性侵权现象，甚至国家政策层面也有很

多的不公平，这些都对社会利益集团的

权利构成侵害。这样的制度性侵权损害

范围广，后果也比较严重，目前这一现象

需要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上也亟待

解决。而对于从实行新的基础资产回购

制度规则后的基础资产回购风险，无论

是公司的风险还是投资者个人的风险，

都应该顺应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辅以

完善的民事赔偿制度，因为市场经济社

会条件下的市场规律要求我们要在公平

竞争前提下，坚持公正原则、投资人保护

原则和依法赔偿原则，从市场经济本义

出发设计符合其理念的制度规则。另外，

要注意传统民法中的行为无效规则不能

适用于基础资产回购交易的效力判断，

而应该用赔偿规则代替无效规则。因为

商事交易具有迅捷性、公示性，商事法律

应该以保护社会交易安全为其旨趣。因

此某些形式上违法的商事行为确定为无

效行为或可撤销行为极其有害。具体到

基础资产回购交易行为的效力规则，在

基础资产回购纠纷中，公司的挪用行为，

有些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应该认定回购合

同或委托理财协议本身无效，判决双方

互有返还义务，此举殊值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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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构化信托业务可能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叫法。一般地，结构化金融业务中都有

一个SPV（Special.Purpose.Vehicle），信托公司做SPV的结构化金融业务（信托公司

是SPT，Special.Purpose.Trust）就是结构化信托业务。也可由一般公司做SPV来完

成结构金融产品（这种公司就是SPC，Special.Purpose.Company），还可由有限合伙

企业来做SPV。在中国，从交易结构设计的原理上看，几乎所有的结构性金融业务中

的SPV功能，信托公司都能够实现，或者说所有现在和未来结构金融产品模式，剔除

监管约束，都可以是信托公司的业务范畴。

结构化信托业务有官方定义，核心在于“分层”特征。欧美结构性金融市场发展

多年，但是其对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定义，并没有聚焦在“分层”特征上。一种普遍的做

法是把结构化金融产品理解为固定收益证券与金融衍生产品的结合，这里的金融衍生

产品基本上是期权产品，并根据挂钩标的资产种类来进行分类。但是，结构化信托产

品的“分层”概念与衍生品视角的结构化产品概念是内在统一的。原理上，优先级、劣

后级的分层的实际结果是劣后级向优先级发售了一个以全部信托资产为标的物的期

权。所以，不管从金融原理上还是从业务发展上，结构化信托业务研究都不能局限于

现有的信托业务，在现有信托业务的结构化设计上归纳总结，可能过于狭窄。

基于这个考虑，本文立足于未来结构化信托业务市场的发展，综合研究结构金融

和结构化信托业务，强调研究的一般性、规范性、完备性和实用性的统一。中国的结构

金融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发展已非常成熟，甚至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过度泛滥在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被人广为诟病。本文在第二章从国外结构金融市

场和产品的系统梳理开始，对欧美结构金融研究进行综述。资产证券化无疑是国内外

结构金融的典型业务领域，并且发展最为成熟。由此，本文把资产证券化业务单列出来，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系统梳理中国资产证券化三大市场，并进行典型案例研究，指出现

阶段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研究的第四章讨论当前资产证券化的热点：常规化转型

问题，指出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着力点，并解读证券公司的资产证券化制度，为信托公司

作为唯一受托人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提供借鉴。本文在第五章详细分析了资

产证券化之外的结构金融业务，比较各金融平台上的结构化业务与结构化信托业务的

优劣势，思考结构化信托业务面临的发展挑战。最后，本文对结构化金融技术的最大

难点——资产定价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定价思想、理论、模型和流程，同样适用于未

来快速发展的结构化信托业务中的资产定价需要。

关键词：结构金融  结构化信托业务  资产证券化  常态化转型  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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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顾名思义，结构化信托业务是结

构化金融的一部分，是由信托公司担当

SPV（Special.Purpose.Vehicle）角色的

结构金融业务。银监会在银监通[2010]2

号文中对此给出了官方的权威性定义①：

“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

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

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

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

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

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

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周

林（2010）认为，该定义凝练地涵盖了信

托结构化的基本原理，准确地指出了结

构化信托的“分层配置+风险分级+收

益匹配”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这三个

核心要素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个要素：

分层（或分档）。金融产品的分层包括收

益分层和风险分层，收益和风险总是一

体的，比如优先级受益权、劣后级受益

权都分别指向了相应的收益和风险组合。

有些信托产品针对不同到期时间将受益

权作了区分，不同期限对应不同的收益

率水平，承担的风险也不同，这也可以理

解为结构性信托产品。

另外，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将信贷资

产证券化归类为结构性信托业务范畴。

《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

理办法》（2005 年第 3号）规定，银行

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

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

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

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

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纳入该办法

的管理范畴。这明确地将信贷资产证券

化定义为结构性融资活动，但没有提及

分层。但在实际操作中，信贷资产证券化

 ①《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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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行都分成了多个层次，比如A级、

B级、C级或优先级、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2012 年，银发 [2012]127号文提出了风

险自留的新要求②：信贷资产证券化各发

起机构应持有由其发起的每一单资产证

券化中的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一定

比例，这使得分层分档概念在信贷资产

证券化规章制度中明确下来。

由此可见，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分

层”作为结构性信托业务的核心特征，

并把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归为结构性信

托业务。

“分层”是理解结构性信托产品的

重要方法论视角。周小川（2013）认为，

日常生活中很多事物是连续的，但我们

常要划分为若干区段来处理这些事物。

比如举重，首先要分男女，其次按体重

进一步分层，如分为重量级、次重量级、

中量级、轻量级、次轻量级等。具体到金

融市场，比如债券市场从发行者的角度

来划分，可分为国债、公司债、中小企业

债、住房抵押债、银行附属资本债等；股

权市场的多层次特性，体现为区分出大、

中、小企业，大企业上大市场，中企业上

中市场，小企业上小市场；交易机制也有

层次性，分为场内交易、场外交易，T+0、

T+N等等；投资者也有层次性，具有不

同的风险收益偏好。结构性信托产品的

分层设计，恰恰就是用来满足投资者多

层次的投融资需求，便于为投资者量身

定制符合其偏好的金融产品。

欧美结构性金融市场发展多年，

但是其对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定义，并没

有聚焦在“分层”特征上。一是，定义

上尚没有统一。二是，从产品分类上观

察，可从多种角度进行分类。根据挂钩

标的资产分类，主要分为股票挂钩类

(Equity-linked)、利率挂钩类 (Interest-

linked)、汇率挂钩类 (FX-linked)、信用

挂钩类 (Credit-linked) 和商品挂钩类

 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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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y-linked) 等；根据产品风险

和收益程度分类，由高到低依次为杠杆

产品 (Leverage.products)、分享型产品

(Participation.products)、收益增加型产

品(Yield.enhancing.products)和资本保

护型产品 (Capital.protection.products)

等等。

本文认为，不论如何定义和分类，

都可以把结构化金融产品理解为固定收

益证券与金融衍生产品的结合，这里的

金融衍生产品基本上是期权产品。结构

化信托产品的“分层”概念与衍生品视角

的结构化产品概念是内在统一的。一般

地，结构化产品市场的参与方包括产品

创设者、发行人、投资者和套利者。套利

者的存在依赖于较完善的结构性金融产

品流通市场，在此本文不予强调。结构

化产品创设者一般是投资银行；发行人

通常是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机构，有较

高的产品发行能力、投资者服务能力和

融资竞争能力；投资者则包括机构投资

者和个人投资者。在欧美结构化产品市

场里，创设者设计产品交易结构，发行人

向投资者卖出一个结构化金融产品，相

当于卖出一个固定收益证券和卖出（买

入）一个期权，期权标的资产可以是股票、

债券、外汇、商品和信用贷款等等。从这

个视角看结构化信托产品：一是，产品

创设人是信托公司。二是，优先级、劣后

级的分层的实际结果是劣后级向优先级

发售了一个以全部信托资产为标的物的

期权，优先级受益权人为此向劣后级受

益权人支付了期权费，从而获得了略低

的收益率回报，一旦优先级资产没有提

供指定的回报率，优先级受益权人可以

行使期权，从劣后级资产中获得收益抵

补，以获得较高程度的保障。由此，结构

化信托业务“分层”概念框架里的优先

级投资者、劣后级投资者分别相当于结

构性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和发行人。

（二）研究目的

结构化信托业务可能是一种有中国

特色的叫法。一般地，结构化金融业务中

都有一个SPV（SpecialPurposeVehicle），

SPV 可以是信 托公司（SPT，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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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Trust），可以是一般公司（SPC，

Special.Purpose.Company），也可以是

有限合伙企业。在中国，从交易结构设

计的原理上看，几乎所有的结构性金融

业务中的SPV功能，信托公司都能够实

现，或者说所有现在和未来结构金融产

品模式，剔除监管约束，都可以是信托

公司的业务范畴，因此，不论是从金融

原理上还是从业务发展上，研究结构化

信托业务都不能仅仅局限在对现有信托

业务的结构化设计进行归纳总结。

基于这个考虑，本文不再拘泥于当

前现有定义，从未来市场发展的角度，

强调在一般性、理论性和规范性研究的

基础上，来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尽可能同

时做到严谨性和实用性。

（三）主要创新与潜在不足

本文作为结构化信托业务研究的前

期阶段性成果，创新之处主要有五个方

面：一是，打通了欧美结构化金融产品

和中国结构性信托业务概念的不同表述，

给予了一致性的理解；二是，对国外结构

金融产品进行了规范全面的综述研究；

三是，对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提出了

独立的看法；四是，对国内各资产管理

平台的结构化金融业务做了系统整理和

比较；五是，提出了结构化金融资产定价

的框架和流程。当然，不足之处更为明显。

一是，囿于市场隔离和缺乏国外市场从

业经验，对国外结构金融市场的产品细

节研究不透；二是，由于资源约束，对中

国各资产管理平台的结构金融产品掌握

还不够全面；三是，由于时间紧、经验

不足，对结构金融中的其他关键技术如

基础资产选择、现金流分割、资产评级

等研究不深，在报告没有体现；四是，结

构化金融资产定价研究仍缺乏复杂产品

定价的操作实践，有些地方还不够透彻；

五是，政策建议还不够系统。

二、国外结构化金融研究综述

尽 管 结 构 化 金 融（Structured.

Finance）发展多年且已较成熟，但目前

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多年来，学者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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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机构力求对结构化金融作出全面、准

确的定义。Jobst（2005）将结构化金融

定义为发行人转移至资产负债表外的用

以降低监管成本、减轻代理成本、获得

流动性的再融资和风险对冲的金融工具

之一。Jobst（2005）的定义覆盖全面且

广泛。Fabozzi 等 (2006)归纳展示了不

同学者、机构从不同角度给出结构性融

资的定义，并指出通用的结构化金融的

定义：以资产证券化为中心，结构化产品

包括嵌入奇异期权的债券的复杂金融工

具和杠杆租赁（leveraged.leasing）、项

目融资（project.financing）等融资工具。.

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可以通过

三个特征来定义结构化金融：（1）组成

基于单个现金流或多个合成现金流的基

础资产池；（2）分层（tranching），将资

产池分成不同级别的资产，这也是结构

化产品与传统转手证券的区别；（3）将

抵押资产池（collateral.asset.pool）的信

用风险与发起者的信用风险相隔离，通

常是采用SPV进行③。下面，本文从五个

方面对国外结构化金融做研究阐述。

（一）结构化金融的价值

结构化金融产品无论是对发起人

还是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投资意义，

这也是结构化产品迅速发展的主要原

因。此外，贷款的缓慢增长也促进了自

1998 年起CDO和其他结构信贷产品

（structured.credit.products）的快速发

展（IMF，2006）。

1. 结构化金融对投资者的意义

结构化金融可以使得投资者在低交

易成本下完成对投资组合的迅速调整，

改变风险敏感性（risk.sensitivity）、市

场情绪（market.sentiment）或消费偏好

（consumption.preferences）。结构化

金融对投资者的意义主要有：

（1）提高资产收益率

20 世纪 80年代，美国的利率水平

③“The Role of Ratings in Structured Financ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国际清算银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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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在市场较为确定的情况下，结构

化产品能够提供高于普通债券的收益

率，这使得结构化产品具有较高的吸引

力。

（2）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结构化产品根据投资者对风险、收

益和期限等的不同偏好，对基础资产的

现金流进行分层，使得本金与利息的偿

付机制发生变化，以满足各种投资者的

需求。具体而言，通过对现金流的分割

和组合，设计出具有不同优先偿付次序、

不同层次的证券以“熨平”现金流的波动。

这就为投资者提供了风险和收益多样化

的产品品种，为各种类型投资者分散风

险、提高收益、创造新的投资组合提供了

巨大空间。

（3）扩大投资渠道

对特定领域资产的证券化，其产品

的标准化设计为投资者提供了进入原本

不可能进入的投资领域的可能性。结构

化产品经过分层，其支付基于对应的级

别而非全部资产，这就使得部分本来被

禁止进入的投资者可以投资，扩大了投

资渠道。这也使得结构化产品被称为“规

则破坏者”（“rule.busters”）。

（4）增加合规投资

资产证券化产品具有完善的信用增

级，且评级通常较高，并在二级市场上

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资产支持证券可以

为那些在投资品种上受到诸多限制的机

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货币

市场基金）增加新的投资品，成为它们

投资组合中的合规投资。

（5）降低资本要求，扩大投资规模

一般而言，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较

高的信用评级，风险权重低于基础资产

本身。比如，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风

险权重为50%，而由联邦国民住房贷款

协会发行的以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过手

证券却只有20%的风险权重，金融机构

持有这类投资工具可以大大减少资本充

足率要求所要求的资本金，扩大了投资

规模。

（6）风险控制

结构化票据可以帮助投资者以相对

于传统衍生产品更高的效率来对冲风险。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846

（7）优化投资组合

企业在投资的时候可能由于法律、

税收等限制无法组成最优的投资组合，

通过结构化分层产品可以组成企业较偏

好的投资组合。

（8）获取监管优势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监管者对不同

的金融产品具有不同的税收、监管等政

策。比如，信托优先证券（trust.preferred.

stock,.TruPS）因其发放红利与利息支付

一样可以免税而广受投资者欢迎。此外，

评级机构还为信托优先证券的发行提供

部分股权信贷（partial.equity.credit）。

2. 结构化金融对发行者的意义

国际清算银行根据金融中介功能的

类型，将金融创新进行了四种分类，即

风险（价格风险和信用风险）转移创新、

提高流动性创新、信用创造创新和权益

增加创新。结构化金融显然具有风险转

移、提高流动性和信用创造的作用。

除了为发行者提供融资渠道，结构

化金融的表外处理方式还具有以下两

点作用：第一，帮助发行者减少了监管成

本；第二，帮助发行者分散风险，尤其是

利率风险（interest.rate.risk）和汇率风险

（currency.risk）（Jobst,.2005b）。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对资产的刻意设计和再

设计仍旧不能满足发行人的要求，对资

产重新打包就显得很有必要。结构化交

易的性质取决于发行者的目的（Fabozzi

等，2006）。发行者发行结构化产品的

动机主要有：

（1）降低监管成本

通过资产证券化，发行者可以提前

收回现金，从而缩减相应的负债，同时将

基础资产转移至表外，释放相应的资本。

结构化金融表外处理的方式，可以帮助

发行者减少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的要求、

存款准备金及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支付的保费。此外，资产证券化

还可以使公司把未来服务费收入提前兑

换为现期盈利。

（2）增强资产流动性，提高资本使

用效率

资产流动性是指资本变现的能力。

通过结构化金融，发起人可以在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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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的前提下，将流动性低的资产转移

给SPV并获得对价，获取流动性高的现

金，增强了资产流动性。

（3）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资产证券化可以将长期的、流动性

差的贷款转化为流动性高的现金，从而

缓解流动性和期限匹配问题。

（4）实现低成本融资

结构化金融通过破产隔离机制的设

计，再辅以信用增级等手段，使得发行的

证券信用级别独立于融资方的信用级别，

从而提高资产的信用级别。也就是说，

即使发起人的信用级别并不高，资产证

券化后的证券也可以有比较高的信用级

别，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此外，由于资产

证券化可以使得证券的信用级别高于发

起人的整体信用级别，原本可能因为信

用级别不够而无法融资的融资人也可以

获得融资机会，这就拓宽了融资渠道。

（5）减少代理成本

通过结构化金融，发行者将应收账

款等转移给SPV，减少了对已被结构化

的资产未来现金流的监督，代理成本降

低。

（6）风险融资

Culp（2005）列举了一系列发行者

通过结构化融资来转移风险、进行风险

融资的原因。如，企业可能通过结构化

融资来给投资者传递企业财务状况良好

的信号。

（7）满足投资者需求

发行者可以通过对结构化产品的设

计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不同需求，从而

增加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8）增级收入来源

在资产证券化中，服务商通常由发

起人担任，使得发起人可以通过收付款

服务等途径来收取报酬，增加新的收入

来源。此外，信用增级带来的差额收益

一般属于发起人。

（二）结构化金融过程

1. 结构化金融过程

具体来说，完成一次交易（见表1），

需如下步骤④：.

④黄嵩等：《资产证券化理论与案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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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基础资产并组建资产池

（asset pool）

发行人在确定需求的基础上，通过

发起程序确定基础资产。

（2）指定结构化机构（structuring 

agent）

在给定发起人需求的情况下，结构

化融资必须首先要由具备一个了解结构

化融资及风险管理的机构来发起组织。

多数情况由发起人本身担任，少数情况

由投资银行、证券承销商、咨询机构或者

律师事务所来担任。

（3）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

由发起人建立、接受发起人的资产

组合，并发行以此为支持的证券的特殊

实体，其职能是购买、包装资产并以此为

基础发行证券。

参与主体 主要职能

发起人 组建资产池，然后将其转移给 SPV并获得对价。

SPV
以结构化融资为目的而特别组建的独立法律主体，介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是真正
发起人。其资产是发起人转移的基础资产，负债是发行的结构化产品。

信用增级机构 对发行的结构化产品提供额外信用支持。

评级机构
对结构化产品进行信用评级，并在整个存续期内进行业绩的“追踪”监督，及时发现
新的风险因素，并作出升级、维持或降级的决定以维护投资者利益。

承销商
为结构化产品的发行进行促销，以助成功发行。此外，在产品设计阶段，作为承销商的
投资银行还扮演着财务顾问的角色，运用其经验和技能形成一个既能在最大程度上
保护发起人利益又能为投资者接受的方案。

服务商

对资产项目及其所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监理和保管：负责收取这些资产到期的本金和利
息，将其交付给受托人；对过气欠账服务商进行催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定期
向受托管理人和投资者提供有关特资产组合的财务报告。服务商同由发起人担任，并
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受托人

托管基础资产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权利，代表投资者行使如下职能：把服务商存入SPV
账户中的现金流转付给投资者；对没有立即转付的款项进行再投资；监督证券化交易
各方的行为；定期审查有关资产组合情况的信息，确认服务商提的各种报告的真实性，
并披露给投资者；公布违约事宜，并承担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行为；当服务商不能
履行职责时，代替服务商担当其职责。

表 1   结构化金融主要参与者及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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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转移

基础资产从发起人转移给SPV，这

个转移必须是真实出售（true.sale），其

目的是为了实现基础资产与发起人之间

的破产隔离，即在发起人破产时，发起

人的债权人对已转移的基础资产没有追

索权。

（5）分层

（tranching and subordination）

结构化金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产

品的分层。多级别的结构化产品要求结

构化机构根据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对资产

池进行收益与风险的分层。

（6）信用增级

（credit enhancement）

为吸引投资者并降低融资成本，发

起人必须对资产证券化最终产品的资产

支持证券进行信用增级，以提高信用级

别。信用增级可以使证券在信用质量、偿

付的时间性与确定性等方面更好地满足

投资者的需求，同时满足发行人在会计、

监管和融资目标方面的需求。信用增级

可以分为内部信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

两类。

（7）信用评级（rating）

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信用评级机

构通常要进行两次评级：初评与发行评

级。初评的目的是确定为了达到所需要

的信用级别必须要进行的信用增级水平。

在按评级机构的要求进行完信用增级后，

评级机构将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并向

投资者公布最终评级结果。信用评级机

构通过审查各种合同和文件的合法性及

有效性给出评级结果。

（8）发售证券

信用评级完成公布结果后，SPV将

经过信用评级的产品交给证券承销商去

承销，可以采取公开发售或者私募的方

式。由于这些证券一般具有高收益、低

风险的特征，所以主要由机构投资者（如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银行等）来购买。

（9）支付对价

SPV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得发行现

金收入，然后按时限约定的价格向发起

人支付购买基础资产的价款，此时要优

先向其聘请的各专业机构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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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管理资产池

SPV要聘请专门的服务商来对资产

池进行管理。一般地，发起人会担任服

务商，发起人比较熟悉基础资产的情况，

并与每个债务人建立了联系。而且，发

起人一般都有管理基础资产的专门技术

和充足人力。当然，服务商也可以是独立

于发起人的第三方，发起人必须把与基

础资产相关的全部文件移交给服务商。

（11）清偿证券

按照证券发行时说明书的约定，在

证券偿付日，SPV将委托受托人按时、

足额地向投资者偿付利息。本金偿还日

期及顺序因基础资产和所发行证券的

偿还安排的不同而不同。当证券全部被

偿付完毕后，如果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

还有剩余，那么这些剩余的现金流将被

返还给交易发起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

全部过程也随即结束。

2. 特殊目的载体（SPV）

（1）SPV

SPV是指由发起人建立、接受发起

人的资产组合，并发行以此为支持的证

券的特殊实体，其基本操作流程是从资

产原始权益人（即发起人）处购买证券

化资产，以自身名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进行融资，再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偿

还购买发起人基础资产的价款。

SPV通过一系列专业手段降低了证

券化的成本，解决了融资困难的问题，

而且通过风险隔离降低了证券交易中的

风险。SPV方便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

以及创造新的投资资产等级，因此令银

行和投资公司受益。SPV通常是在资产

负债表之外、破产隔离、私营的实体，且

可以是在岸的或离岸的。

SPV的法律形态主要有信托、公司、

有限合伙三种：

①信托形式

以信托形式建立的 SPV 被称为

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purpose.trust，

SPT）。这种信托运行机制是由发起人

将资产转让给SPT成立信托关系后，由

SPT向发起人发行代表结构化资产享有

权利的信托受益证书，然后由发起人将

受益证书出售给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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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的信托关系表现为：发起人是委

托人；SPT是受托人；信托财产为证券

化资产组合；受益人则为受益证书的持

有人。

②公司形式

评级机构要求公司作为特殊目的公

司（Special.Purpose.Company，SPC）时，

通常应满足以下条件：公司至少有一名

独立董事；在特殊目的公司进行提交破

产申请、解体、清算、合并、兼并、出售公

司大量资产、修改公司章程等重大活动时，

必须得到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所有董事

的一致同意；特殊目的公司不能被合并。

③有限合伙形式

评级机构一般要求特殊目的机构有

限合伙满足以下条件：有限合伙至少有

一个普通合伙人为破产隔离的实体，通

常是特殊目的公司；在进行提交破产申

请、解体、清算、合并、兼并、出售公司大

量资产、修改有限合伙协议等活动时，必

须得到破产隔离的普通合伙人的同意；

如果普通合伙人不只一个，那么有限合

伙协议应规定，只要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尚有清偿能力，有限合伙就会继续存在，

而不会解体；一般要求特殊目的机构有

限合伙不能被合并。

SPV的主要形式包括：特殊目的公

司（Special.Purpose.Corporations），

统 合 信 托（Master.Trusts），所 有 者

信 托（Owners.Trusts），让与人信 托

（Grantor.Trusts），不动产抵押投资渠

道（Real.Estate.Mortgage.Investment.

Conduits），金融资产证券化投资信

托（Financial. Asset. Securitization.

Investment.Trust），多资产出售方渠道

（Multiseller.Conduits），单资产出售方

渠道（Single.Seller.Conduits）等⑤.。.

（2）真实出售（true sale）

真实出售（true.sale）是指发起人将

拟结构化的基础资产有关的风险与报酬

⑤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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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制权一并转移给SPV，是SPV获得

对资产合法权利的一种方式。真实出售

要求做到：第一，基础资产必须完全转移

至SPV，这既保证了发起人的债权人对

已转移的基础资产没有追索权，也保证

了SPV的债权人对发起人的其他资产

没有追索权；第二，由于资产控制权已

经从发起人转移至SPV，因此这些资产

便成为表外资产，使结构性融资成为一

种表外融资方式。

真实出售隔离了发起人的破产风险，

也就是说当发起人业绩不佳、发生财务

风险时，这些资产与发起人的信用和其

他资产相隔离，这对于获得评级机构授

予投资级等级具有决定性意义⑥。资产

转移的真实出售判断主要包括资产转移

时和资产转移后两方面。

①资产转移时的真实出售的判断

资产转移被判断为真实出售必须符

合如下条件：

第一，发起人在其资产转移合同中

表明真实出售资产的意图。在美国，资产

转移的法律特征和经济实质将会成为判

断资产转移是否真实出售的主要因素，

而不是当事人表明的意图。

第二，资产价格以确定的方式出售

给SPV，并且资产的定价是公平的市场

价格。由于结构化过程包含着操作流程

的费用、付给各个服务人的费用及债务

人可能违约导致的资产损失，因此在资

产转移给 SPV的对价往往具有一定的

折扣，而这折扣应该是确定的，限于必

要的费用和预期的违约损失估计，而不

能涵盖将来资产的实际损失，不然将损

害资产真实出售的认定。

第三，资产转移的完成意味着有关

资产的一切权利及其他利益都已转移给

了SPV，基础资产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

表上剔除。

②资产转移后真实出售的判断

资产转移后资产转移性质的判断是

资产转移是否真实出售的判断的又一个

⑥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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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主要包括：

第一，对发起人的追索权问题。一

般来说，追索权的存在并不一定破坏真

实出售，追索权的多少决定了资产转移

的性质。一般认为，对发起人的追索权

如果没有高于以资产的历史记录为基础

合理预期的资产违约率就是适度的。

第二，基础资产剩余利润抽取的问

题。真实出售的一个实质内涵是SPV在

资产转移后获取资产收益和承担资产损

失。如果一开始并没有确定发起人对资

产的责任，若是资产发生损失，发起人

就予以弥补；在资产偿还投资者权益后

有剩余，发起人就予以获取，这样就常

被认为SPV对发起人有追索权，发起人

并没有放弃对资产的控制，这时出售的

目的就难以达到。

第三，发起人担任服务商的问题。

由于发起人对基础资产情况熟悉，一般

由其来担任服务商，对基础资产及其所

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监理和保管。但不可

否认，发起人担任服务商存在着基础资

产与发起人其他资产混合的风险，严重

的还会被认为发起人并没有放弃对基础

资产的控制，从而使破产的目的落空。为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保证SPV对

收款账户的控制权。

第四，各期期权的影响问题，在结

构化金融中存在着一些期权，这些期权

将会影响到对真实出售的判断。一方面，

如果存在发起人的回购期权，即发起人

有权从SPV处重新买回资产，则意味着

发起人还保有资产的利益，并没有放弃

对资产的控制，这样的资产转移被认为

不是真实出售；另一方面，如果存在SPV

的出售期权，即发起人有义务从SPV购

回资产，事实上这意味着发起人承担了

资产的风险责任，这样的资产转移会被

认为不是真实出售⑦。.

3.信用增级（Credit enhancement）

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

是指以资金支持的形式在不利的情形发

⑦黄嵩等：《资产证券化理论与案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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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为证券化资产提供损失吸收的保

护措施（Standard.and.Poor's，2008）。

Ashcraft 和 Schuermann（2008）认 为

为到达特定评级所需要的信用增级反映

了定价人对被担保物所估计的损失函数，

估计的损失越多，为达到特定评级所需

要的信用增级也便越多。此时，信用增级

就起到类似于损失吸收的作用。信用增

级可以帮助银行将不良资产以证券化的

形式转化为高评级的资产。备用信用证

（standby.letters.of.credit）等信用增级

手段在传统业务和影子银行领域都具有

广泛的应用（Mandel等，2012）。此外，

Mandel 等（2012）指出信用增级还可以

作为资产证券化中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

效手段。通过信用增级，银行可以向投

资者释放好的信号，从股价的反应来看，

信用增级高的银行，其股价表现优于贷

款拖欠率（lower-delinquency）低的

银行。

通过信用增级，发行人用各种有效

手段和金融工具确保债务人按时支付债

务本息，以提高结构化产品的质量和安

全性，获得更高级的信用评级。较高的

信用增级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同时也可以节约大量的融资成本。信用

增级或者包含由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

或者利用基础资产产生的部分现金流来

实现自我担保。但大多数交易利用了内

部和外部信用增级相结合的方式，至于

选择哪种增级工具将取决于在融资成

本的约束下最小化的增级成本。

内部信用增级（Internal.credit.enhance.

ment）.的主要形式有：直接追索权、超额

利差、储备账户和超额抵押等。

（1）直接追索权（Seller recourse）

SPV保有对已购买的金融资产的违

约拒付而向发起人直接追索的权利，通

常采取偿还担保或由发起人承担回购违

约资产的方式，分为完全追索权和部分

追索权。直接追索权可以利用发起人财

力进行补偿，缺点在于评级低于发起人

的资产信用评级，且容易导致真实出售

的效力受到怀疑。

（2）超额利差（Excess spread）

超额利差是除去证券化应付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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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付的服务费及坏账损失后剩余

的现金流，是最常采用的内部信用增级

手段。它首先被用来为投资者提供对信

用违约所造成损失的“缓冲”。

（3）储备账户（Reserve account）

超额剩余不单在出现预期外损失之

后可以弥补损失，在出现资产池现金流

减少或者损失增加等表明风险增大的情

况时，许多信托协议都规定要将超额剩

余存入一个指定的剩余账户，用来为风

险增大后的证券提供信用增级。

（4）超额抵押

（Overcollateralization,CO）

由发行人建立的一个大于发行证券

本金的剩余资产作为本金的担保，即资

产实际价值高于证券的发行额，SPV按

一定比例的折扣向原始权益人购买的资

产在发生损失时，首先以超额部分的剩

余资产予以补偿。超额抵押主要应用于

负债而不是资产出售的证券化债券。如

果在证券偿还期间，抵押资产的价值下

降到预先设定的某一金额以下，SPV 就

必须增加抵押资产。此外，超额抵押使

得真实出售难以实现，与《破产法》相

冲突。.

外 部 信 用 增 级（External.credit.

enhancement）的技术主要有备用信用

证、相关方担保、单线保险和多线保险等。

每种技术都可以提供完全支持和部分支

持。完全支持是指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偿

付SPV的全部债务，而部分支持是只承

诺对特定部分的债务偿还。

4. 分层

（Tranching and Subordination）

分层（tranching）是结构化金融的

关键部分。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在企业的

资产中引入更多层级的时候，我们便得

到了更多不同类型的合成资产（Culp，

2005）。Fender 和 Mitchell（2005） 指

出，通过分层，结构化金融将资产池重

组成不同“级别”（“slices”）的资产，

相应的风险也分为不同级别，这也是结

构化金融与其他风险转移工具的不同

之处。层级（subordination）包含对不同

级别资产的偿付顺序：当损失发生时股

权级资产（equity.tranche）最先承担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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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3%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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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grade structured-
finance CDO

Mezzanine structured-
finance CDO

失，其次是其他的一些次级资产（junior.

tranches），随后是中级资产（mezzanine），

最后是高级资产（senior.tranches）。如

果资产池中有发生债务违约而出现现金

流不能按预期回收时，损失最先由股权

级资产吸收（IMF，2008）。图1展示了

2008年以前CDO在美国的分层情况。

明显的，通过分层可以获得比原先更多

的AAA级别资产。

5. 评级机构

绝大部分的结构化产品是由三大评

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P）、穆迪投

资者服务公司（Moody’s）和惠誉国际

信用评级公司（Fitch）来完成的。评级机

图 1   多层次结构化产品⑧ 

⑧资料来源：IMF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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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时为发行的结构化产品（issue）和

发行者（issuer）提供信用评级（credit.

rating）。Culp（2005）指出，对一个稳定

的市场来说，评级机构非常关键，没有一

个好的评级机构，结构化产品的发行几

乎不可能成功。

然而，评级机构对结构化产品的评

级是基于产品损失的期望值的，具有固

有的缺陷，而结构化产品的复杂性使得

投资者更依赖于评级而非资产的类型。

产品的分层往往以特定的信用级别为目

标而设计，这就要求评级机构参与证券

化过程。明显的，这就使得信用评级具有

“事前”（“ex-ante”）的特点（Fender

和 Mitchell，2005）。

（三）结构化金融主要产品

结构化产品主要有资产证券化和

信用衍生交易工具两大类。发行者通

过这两大类产品设计出了众多结合不

同资产等级的金融工具，使得风险得以

在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

机构中转移，从而实现风险的多样化

（Jobst,2005）。与定义一样，结构化产

品也没有很清晰的界线，常见的结构化

产品主要有⑨.：

1. 资产支持证券（ABS）⑩  

一种债券性质的金融工具，其向投

资者支付的本息来自于基础资产池（pool.

of.underlying.assets）产生的现金流或

剩余权益。资产支持证券最初采用的基

础资产为住房抵押贷款，随着证券化技

术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

用于支持发行的基础资产类型也不断丰

富，目前还包括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应

收款、学生贷款、住房权益贷款（home.

equity.loan）、设备租赁费、厂房抵押贷

款（manufacturinghousing）、贸易应收

款等。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银

⑨资料来源 : wikipedia。

⑩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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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基金、

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等。由于大多数资

产支持证券的存续期限、偿付结构、信

用增级手段等都各不相同，其交易大都

在OTC市场进行，主要通过电话双边报

价、协议成交，因此除标准化程度较高

的MBS外，其他类型的ABS一般流动

性不足、价格透明度不高。

2.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资产支持证券ABS的一种，其偿付

给投资者的现金流来自于由住房抵押贷

款组成的资产池产生的本金和利息。根

据抵押贷款的住房性质，MBS又可分为：

（1）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

券（Residential.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RMBS）；

（2）商用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

券（Commercial.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CMBS）。

3. 抵押担保债务凭证（CMOs）

由MBS衍生设计的债券担保凭证，

将贷款债券组合改装成不同期间、不同

息票利率的债券，以供投资者选择。

4. 担保债务凭证（CDOs）

一组固定收益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

有一个由一系列信贷资产构成的资产

池，并以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

向投资者发行不同系列（tranches）的证

券。1987年，投资银行Drexel.Burnham.

Lambert.Inc. 的银行家为皇家储蓄协

会（Imperial.Savings.Association） 发

行了世界上第一个 CDO。根据基础资

产（underlying.asset）的种类来划分，

CDO可分为：

（1）担保贷款凭证（Collateralized.

loan.obligation，CLO）：基础资产是高

收益贷款（杠杆贷款）；

（2）担保债券凭证（Collateralized.

bond.obligation,.CBO）：基础资产是企

业债券；

（3）担保合成凭证（Collateralized.

synthetic.obligation,.CSO）：基础资产

是信用衍生品；

（4）担保保险凭证（Collateralized.

insurance.obligation,.CIO）：基础资产

是保险或再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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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性金融担保债务凭证

（Structured.finance.CDO，SFCDO）：

基础资产是结构化金融资产，如MBS

和 ABS等；

（6）商业不动产CDO（Commercial.

real.estate.CDO,.CRE.CDO）：基础资

产是商业不动产；

（7）CDO 的 平方 /CDO 的 立 方

（CDO2/CDO3）：基础资产是已经发行

的CDO证券。

5.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

用来分离和转移信用风险的各种工

具和技术的统称，金融衍生工具的一种。

其意指买卖双方，一方利用缴付权利金，

图 2  信用风险转移工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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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用风险转让给另一方（见图2）。其金

融风险的前后价差是后者所获利的金额。

此 外，结 构 化 产品 还 有 CFOs

（Collateralized.fund.obligations）、PGS

（Partial.Guaranteed.Structures）、FFT

（Future.Flow.Transactions）和LSO（Loan.

Sell.Offs）等。

（四）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基于基础资产产

生的现金流分成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风

险收益组合的结构化工具。对投资者的

偿付取决于特定层级基础资产的表现而

不是全部基础资产（BIS，2004）。

Fobozzi 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被广

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将

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

合同、租约、应收账款和其他不流动的

资产包装成为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

特征的带息证券。

结构化金融的很大一部分表现为资

图 3  传统资产证券化过程图

资料来源：“Structured Finance and Insurance”Culp, C. L.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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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通常表现为各参

与方共同努力将基础资产分为各个不同

部分并重新组合成合理的整体的过程。

鉴于定义的不明确性，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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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构化金融的关系也存有争议。IMF

（2008）认为，与结构化金融不同，资产

证券化并不对现金流进行分层，按照投

资比例来对投资者进行报酬支付，并没

有不同级别的偿付顺序。更多学者和机

构则认为资产证券化是结构化金融的一

个子集。

资产证券化开始于存款机构、非银

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公司对表外融资的需

求。通过资产证券化，企业和机构可以

在融资的同时将资产转移出资产负债表，

也可以将所借负债移至表外，这使得资

产证券化可以帮助企业在不增加甚至减

少监管成本的时候增加流动性（Jobst，

2005）。图 3展示了传统资产证券化可

能涉及的过程。

（五）结构化金融与金融危机

2007年7月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Arrow 和.Debreu(1954) 提出的通过减

少市场的不完全性，金融创新可以增加

社会福利的经典观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怀疑（Acharya 和.Richardson,.2009；

Stein,2010）。

关于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争论始

终存在。Albertazzi 等（2011）运用 50

家意大利银行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

超过一百万住宅抵押贷款（household.

mortgages）数据，指出证券化贷款违约

率低，证券化是有效转移信用风险的金

融工具。.Martin 和 Parigi（2013）将金

融创新（以结构化产品的形式）与金融

监管结合起来建立模型，并指出金融创

新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结构化产品无

论是规模还是复杂度均以指数形式发展

（见图4、图5）。美国和欧洲的CDOs、

ABS和MBS从 2000年的5000亿美元

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亿12。结构化产品

的爆发式发展被指责为此次自1929 年

以来最大金融危机发生的催化剂之一，

这也是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中央银行

等金融机构被指责的原因之一（Sheel

12 Inside MBS ABS； JPMorgan Chase Co.； 欧洲证券化论坛（European Securitization Forum）；和 IMF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2008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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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anguly,2013）。市场的动荡、价值

的不确定以及货币市场的系统性破坏大

大减少了投资者对结构化产品的需求。

Haldane（2009）指出证券化增加了金融

网络的维度及复杂性，信息不透明程度

增加，短期内个体企业的风险分散化战

略造成了整个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目

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趋弱，全球

图 4   次贷危机前后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市场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SIFMA，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

图 5  次贷危机前后全球 CDO 发行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SIFMA，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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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在复苏，欧美结构金融市场景气

正在快速回升。

三、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现状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现状

1. 试点历程

（1）三轮试点回顾

自从 2005 年以来，中国的信贷资

产证券化已经进行了三轮试点，三次试

点情况如表 2所示。

（2）法律法规建设进程

自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以来，

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以及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办法、规定、

公告和通知，对证券化参与机构和交易

结构，会计及税务处理，证券投资、登记、

托管和交易，信息披露以及资本计量等

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统计来看，针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

以上相关法律法规共16项，为业务开展

的各环节提供了法律依据，基本能够保

时间 阶段 　　　阶段性成果

2005年-
2006 年

第一轮
试点

2005 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元 2005-1”和建设银行的“建元 2005-1”
两单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成功发行，发行规模合计为71.94亿元。在随后的 2006
年，又有 3 单项目成功发行，其中“东元 2006-1”和“信元 2006-1”是首批以不
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

2007年
2008 年

第二轮
试点

在 2007年到 2008 年间，共有12单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成功发行，发行规模（含
次级）合计达到约480亿元。其中，发起人范围扩大到工行、浦发、兴业、中信、招商、
浙商等商业银行以及上汽通用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础资产也从普通企业贷款和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扩大到个人汽车抵押贷款及中小企业贷款。

2012 年
至今

第三轮
试点

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于2012 年 5月正式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首期信贷资
产证券化额度为 500 亿元。

表 2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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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顺利开展。

2. 已发行项目情况

（1）项目发行情况

截至2013年 9月底，已有79只（一

个证券化项目因分档情况，而可能含有

收益率不同的多支债券）信贷资产支持

债券，规模达896 亿元。其中，2005年

12月至 2008 年12月，市场上共发行

了56只信贷资产支持债券，发行面额

667.83亿元。

从试点来看，发行人涵盖了政策性

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资产管理

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财务公司等；产品

设计方面一般分档为三层或四层，评级

从 AAA 至BBB不等；支付结构方面除

过手支付外还设计了固定还本结构的产

品；投资者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政策性

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信用社、财

务公司、证券公司、外资银行、证券投资

基金社保基金等。

（2）第三轮试点重启前已发行项目

运行情况

首先，综合来看，各家商业银行一般

以自己特色经营资产为标的进行证券化，

如建设银行共进行了3次资产证券化，

有两次是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组成资产

池，浙商银行则以中小企业贷款为资产

池进行证券化。总体看，试点阶段的资

产池基础资产选择有如下特点13：

从行业的分布看，除建设银行的个

人住房抵押贷款信托资产支持证券基础

资产为房地产行业外，试点阶段其他信

贷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均涉及多个行

业。

从期限的分布看，证券化基础资产

合同期一般较长，剩余期限一般为中短

期，加权剩余期限约为1-2 年，如工商

银行2007年工元信贷资产池最长剩余

期限52个月，最短剩余期限1个月，加

权平均贷款合同期限52个月，加权平均

13  数据来源：自各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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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剩余期限22个月，另外个人住房抵

押贷款证券化剩余期限一般较长，约为

15年。

从资产池基础资产质量看，除资产

管理公司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建设银行

曾经以不良资产组成资产池进行证券化

外，银行同业一般选择正常类信贷资产

进行证券化，而且信贷资产质量较高。

从资产池基础资产的利率看，一般

在 6%-7%之间。如浦发银行的浦发

2007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基础

资产加权平均贷款年利率为6.52%，单

笔贷款最高年利率为7.92%；工商银行

2007年工元一期加权利率为6.48%，

2008 年工元第一期加权平均贷款年利

率为 6.86%，单笔贷款最高年利率为

10.18%，余额占比最大利率区间为6.5%

到7%。

从资产池角度看，若不考虑基础资

产为不良贷款的资产支持证券，除建设

银行发行的RMBS和上汽通用汽车金

融公司发行的汽车贷款 ABS的资产池

出现过微小违约外，其他项目均未出现

过资产池违约情况。

从资产支持证券角度，由于试点期

间累计违约率最高为0.76%，在次级覆

盖的比例之内，因此证券层面至今均未

出现过违约情况。

从早偿的情况来看，很多项目都出

现过早偿情况，但整体早偿率较低，对

产品本身的影响较小。

而就二级市场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的交易情况来看，由于2007-2008 年

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大量发行，信贷

资产支持证券的现券交割量在2008 年

达到了152.37亿元的峰值，交易规模

占同年银行间市场现券交易总交割量

的 0.0373%。在质押式回购交易方面，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割量在2008年

达到了184.21亿元的峰值，占到了同

年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总交割量的

0.0316%。在随后的2009年，质押式回

购的交易规模有所降低，但 2010 年又

出现了明显的回升，达到166.69 亿元。

（3）第三轮试点重启后信贷资产证

券化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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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试点重新开闸，根据国务院

此前批复，额度共 500 亿元。新一轮试

点扩大了基础信贷资产的种类，国家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

业贷款、经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贷款等均在鼓励之列。

自从国开行 2012 年 9月7日向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规模为

101.664亿元的“2012 年第一期开元信

贷资产支持证券”，截至 2013 年 9月

底，共 6家金融机构发行了6 单、总计

228.5 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2013 年 8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

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议强

调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是

落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决策部署的具体措施，也是发展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措，可以有效优化

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

可以看出，此次信贷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进一步推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市场需求的体现，虽仍面临一些问题，

但已不仅仅是试点，更像是一项走向常

规化的业务。

( 二 )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现状

1. 试点历程

（1）试点发展回顾

中国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在试点

期间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形式出

现）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05 年 8

月-2006 年 8月的第一批试点阶段、

2006年 9月-2009 年 5月的试点总结

与研讨阶段、2009年 5月至今的第二批

试点阶段（见表3）。

（2）法律法规建设进程

相比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

券化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还不够全面

和完善，已颁布的主要法规如表4所示。

2. 已发行项目情况

（1）项目发行情况

企业资产证券化不同于信贷资产证

券化，是指证券公司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为特殊目的载体，以计划管理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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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受益凭证，按

照约定用受托资金购买原始权益人能够

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将该基础

资产的收益分配给受益凭证持有人的专

项资产管理业务。表5为近年来发行的

一些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

（2）项目运行情况

截至 2012 年12月末，第一批试点

发行的 9单专项计划项目中，仅有浦东

建设BT 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浦建专项计划”）发

生过一起信用风险事件，并且后期也得

时间 发展阶段 　　　阶段性成果

2005 年 8月
-2006 年 8月

第一批
试点

2005 年 8月，“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设立，第一单专
项计划业务正式诞生。截至 2006 年 8月末，专项计划模式的企业资产证
券化共推出9 单，募集资金总额达到 260 多亿元。

2006 年 9月
-2009 年 5月

试点总结
与研讨

2006年9月以后，证监会暂停专项计划新项目的申报审批，进入总结阶段；
2009 年 3月，证监会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研究和制定相关制度和管理办
法。

2009 年 5月
至今

第二批
试点

2009 年 5月，证监会发布《关于通报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
情况的函》，标志着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重新启动。2011年 8月5日，远
东二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发行，成为第二批试点中的第一单项目。
2013 年 3月证监会正式发布《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这
意味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由证券公司试点业务开始转为常规业务。

表 3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阶段

名称 颁布时间 颁布机构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 2003 年12月18日 证监会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4 年 2月1日 国务院

《关于通报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情况的函》
《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

2009 年 5月20日 证监会

《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 2013 年 3月15日 证监会

表 4   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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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妥善处理，浦建专项计划的受益凭

证本金和预期收益仍均按时、足额获得

了支付。

第二批试点的远东二期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于2011年 9月29日进行了第一

次兑付，无违约情况，其他尚无到期。

3. 券商企业资产证券化发展趋势

随着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资产证

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券商资产证券化

业务实现常规化。

该常规化更改，一方面扩大了资产

证券化业务的载体范围，为将来引入基

金、特殊目的公司等载体预留了空间，另

一方面未限制获得基础资产的具体方式。

此外还扩展了基础资产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列举的方式列明基础资产的具体形

态，包括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

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

物业等不动产财产，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这就意味着基

发行主体 基础资产 规模（亿元） 期限（年） 收益率（%）

中国联通 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权 32 0.48-0.97 2.55%、2.8%

中国网通 应收账款合同收益 106.52 0.18-4.70 2.5%-3.8%

莞深高速 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 5.8 1.5 3.0%-3.5%

远东租赁 租赁合同债权 5.67 1.75 3.10%

华能澜沧江 电力收益权 20 3-5 3.57%-3.77%

浦东建设 BT回购债权 4.25 4 4.00%

南京城建 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 7.2 1-4 2.9%-3.9%

南通天生港发电 电力收益权 8 3 3.74%

江苏吴中集团 BT回购债权 16.58 0.34-5.34 3.2%-4.3%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租金请求权 12.79 0.27-1.12 6.1%-7%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 13.3 0.5-5 6.3%-6.99%

华侨城 欢乐谷主题公园入园凭证 18.5 1-2 5.5%-5.8%

华能澜沧江水电 水电上网收费权 33 0.5-5 4.5%-5.5%

表 5   已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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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资产已经放开，以商业物业不动产为

例，这使得中国的REITS变得名正言顺，

未来房地产的证券化将是券商重点经

营的一个领域。

除此之外，证监会明确券商专项资

管可以对此类资产进行证券化，六十多

万亿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将不仅局限

于信托，券商将直接参与到信贷资产证

券化的竞争之中。

新规还允许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在证

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机构间报价与转

让系统、券商柜台市场等交易场所进行

转让 ,并允许券商成为资产支持证券的

做市商,为其提供流动性 ,符合条件的

资产支持证券还可以公开发行并可以成

为质押回购标的。这样的举措将大大促

进资产证券化的流动性，为资产证券化

交易提供好的交易平台。

同时，新规对于降低证券公司开展

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准入门槛以及提高资

产证券化设立与审核效率等方面都作出

了很大改进。券商资产证券化有望在接

下来的几年迅速发展起来。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大规模开展

将会改变旧有的融资体系，企业将从银

行体系以外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券商、

信托、银行、企业将在资产证券化业务

的过程中相互博弈，在竞争中推动资产

证券化业务的大力发展。

（三）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现状

（ABN）

1.ABN 的定义及特点

资产支持票据业务（Asset.Backed.

Medium-term.Notes，ABN）是指非金

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由基

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

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

工具14。

ABN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发行

14  本定义来源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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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其次，要设置合

理的交易结构，最后还应该约定投资者

保护机制。

2.ABN 产品的分类

ABN产品可分为抵 /质押型和信托

型，二者的区别如表 6所示：

3. 抵 / 质押型 ABN 产品

区别点 抵 / 质押型 ABN 信托型 ABN

基础资产 既有债权和未来债权均可
建议为既有债权；未来债权由于其不确定性，可
能无法实现破产隔离

发行方式 公募 / 私募均可
私募发行无需银监会审批；公募发行可能需银
监会审批

资产管理方式
不设立SPV，资产未转移，原
有资产管理方式不改变

设立SPV，以信托方式实现资产的转移和破产
隔离，赋予对资产一种新的管理方式

ABN 持有人对基
础资产的权利

对基础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但受发行人破产程序的影响

对基础资产享有信托受益权

监管账户的设置
现金流监管账户仍然设置在发
行人名下，混同风险较突出

信托专户监管现金流，防范发行人的混同风险

基础资产的监管
票据代理人可能无法实现对基
础资产的良好监控和管理

受托人对基础资产能有效地监控和管理

发行人破产时监
管账户内资金的
归属与处置

监管账户内资金构成发行人的
破产财产，不能实现破产隔离

监管账户内资金不构成发行人的破产财产，能
实现破产隔离

不得直接向投资者个别清偿 能直接向投资者清偿

表 6  抵 / 质押型 ABN 产品和信托型 ABN 产品对比表

（1）抵 / 质押型 ABN 产品的交易

结构

从图6可以总结出抵 /质押型ABN

产品的具体操作流程：

①发行人向投资者定向发行ABN，

以其合法持有的应收账款设定质押，并

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上登记。

②发行人以其合法享有的基础资产

产生的回收款作为第一还款来源，并归

集到资金监管账户。

③发行人对基础资产产生的回收款

与ABN应付本息差额部分负有补足义务。

④在 ABN 本息兑付日前，监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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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与本期应付票据本息划转至代理兑

付机构的账户。

⑤代理兑付机构将前述资金及时分

配给ABN持有人。

值得注意的是，抵质押型的资产支

持票据，并没有信托公司加入，也没有明

确设置风险隔离，实质为有担保和账户

监管的企业债，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资

产证券化。

（2）抵 / 质押型 ABN 产品特点

抵 /质押型 ABN产品主要有以下

两个特点：

①实质是附有应收账款质押的融资

项目

它通过应收账款质押使投资者取

得质物的优先求偿权，从而减少发行人

不能偿付的风险，此外，该产品需要在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公示系统上登记，登记的质权人是“全

体资产支持票据持有人”。

②引入票据代理人

由于票据持有人人数不仅众多而且

分散，所以抵 /质押型 ABN产品需要引

入票据代理人，代理人主要履行的职责

（1）签署质押合同 （1）代理事项：

协议签署

质权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质权行驶等

监督发行人还本付息
（1）应收账款债权质押

（1）定向发行ABN

（1）募集资金

（4）资金划付

（5）还本付息（3）差额补足

（2）第一还款来源

合法享有

票据代理人

发行人
资产支持票

据持有人

资金监管

账户

基础资产

（应收账款）

登记托管代

理兑付机构

图 6  抵 / 质押型 ABN 产品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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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代表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应收账

款质押协议，代表投资者行使质权的设

立、变更、注销登记等，监督发行人还本

付息。

4. 信托型 ABN 产品

一方面，由于没有SPV做风险隔离

的ABN备受市场争议，而券商资产证

券化开闸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必然将大

力推动ABN产品的发展，另一方面，信

托制度赋予信托公司天然的风险隔离作

用，且信托型 ABN的模式与财产权信

托有很大的共通性，所以信托型ABN产

品模式应运而生。

（1）交易结构

信托型 ABN产品具有两种模式，

即财产权模式和一票两权模式，下面分

别阐述两者的交易结构。图7、图 8分别

说明了财产权模式和一票两权模式的交

易结构。

从图7中可以看出财产权模式的交

易结构，企业将基础资产设定为财产信

托，交由信托公司进行证券化安排，信托

图 7   财产权模式交易结构图



拾肆结构金融与结构化信托业务研究

873

公司接受委托后，以资产所有者和发行人

身份发行信托ABN，并由信托公司以受

托人身份进行产品全过程管理。信托公

司发行两种票据，即优先级和次级资产

支持票据，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向投资

者转让，次级资产支持票据可选择转让

给投资者或由企业定向持有，信托公司向

企业支付信托资产支持票据的转让兑价，

基础资产产生收益将按优先级和次级资

产支持票据的支付次序进行分配。

从图8可以看出一票两权模式的交

易结构，首先，发起机构将其持有的基

础资产委托给受托人设立SPT，并指定

自己为B类信托受益人，同时指定 ABN

图 8  一票两权模式交易结构图

持有人为受益人的范围，然后，发起机

构作为发行人向投资者发行ABN，投资

者认购ABN并向发行人支付认购资金，

最后一方面基于信托法律关系，以基础

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在信托项

下的A类信托受益权，一方面基于债权

债务法律关系，以企业的其他资产偿付

投资者因认购ABN取得的对发行人的

债权。

一票两权模式 ABN产品具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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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特点：

①权利价值可调整

如果投资者在信托受益权项下获得

任何信托利益分配，视为票据债权已得

到对应的偿付；如果投资者通过债权获

得任何偿付，则信托受益权项下可获得

的信托利益相应减少；在任何时点，两

种权利的价值总和不超过 ABN在当时

尚未偿付的票据本金与约定利息之和。

②权利转让受限制

权利转让受限是指债权和受益权这

两种权利既不可分割，也不可单独转让，

只能随 ABN的转让而转让。

（2）信托型 ABN 优势

①可以实现破产隔离：在中国现行

法律体系下，信托是唯一能够满足破产

隔离和有限追索的工具。

②可以实现对现金流回收的控制。

③可以提高债项的信用等级、降低

利率。

④具有双信用支持：信托型 ABN

结合了基础资产信用和企业信用特点，

可以帮助主体信用级别不高的企业进行

直接融资。

5.ABN 产品的发行概况

自2012 年 8月3日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后，由宁波城

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京公用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三家国企发行了第一批规模总

计 25 亿元的 ABN产品，2012 和 2013

年陆续又有其他企业发行了多款 ABN

产品，目前共计有十家企业发行过 ABN

产品。从发行规模看，最低的为2亿元，

由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最高的为16.6 亿元，由天津房地产信托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从发行主体看，均为

以城市基础建设与运营为主营业务的地

方国有融资平台，且信用评级均在AA-

及以上。从发行年限看，为1-5年不等。

从发行利率看，要显著高于相同期限和

评级的短融、中票利率，其中票面利率最

高的为天津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的五年期ABN产品，达到8.23%。从

基础资产看，可分为收益类和债权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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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体情况如表7所示。

以上产品均为抵 /质押ABN产品，

信托型ABN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尚未有

成熟产品发行。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获得。

表 7   中国已发行 ABN 产品概况表

发行人 名称
发行
总额

（亿）

期限
（年）

票面
利率

主体
信用评

级
基础资产 主承销商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2宁城建 ABN001 10 3 5.50 AAA

南京市城市快速
内环未来 3 年收
到的回购资金

国家开发银行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12 桂新发 ABN001 2 2 5.75 AA 光大银行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12 浦路桥ABN001B 2 2 5.25
AA

BT 建设合同的
应收债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2 浦路桥ABN001C 1.2 3 5.35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2宁公用 ABN001 10 5 5.85 AA+
未来 5 年自来水

销售收入
中信证券、中国工商

银行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2甬城投 ABN001B 2 2 5.50
AA+

下辖区市的天然
气收费权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
12甬城投 ABN001C 6 3 5.70

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
团有限公司

12 津房信 ABN001B 3.6 2 6.25

所持房产产生的
租金收入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
12 津房信 ABN001C 4 3 6.75

12 津房信 ABN001D 4.4 4 7.74

12 津房信 ABN001E 4.6 5 8.23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13宁宿徐 ABN001A 2 1 5.45

中国建设银行

13宁宿徐 ABN001B 2 2 5.60

13 宁宿徐 ABN001C 2 3 5.65

13 宁宿徐 ABN001D 2 4 5.90

13 宁宿徐 ABN001E 2 5 5.95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
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3 扬城建 ABN001A 1

AA

13 扬城建 ABN001B 2

13 扬城建 ABN001C 3 6.15

13 扬城建 ABN001D 4

13 扬城建 ABN001E 5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13龙城 ABN001 5 2 5.80 AA+ 兴业银行

南京市江宁区自来水
总公司

13 江宁水 ABN001A 1 2 6.10

AA- 华夏银行
13 江宁水 ABN001B 3 3 6.30

13 江宁水 ABN001C 3 4 6.50

13 江宁水 ABN001D 3 5 6.60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876

（四）典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及

案例分析

1. 信贷资产证券化典型案例

中国从 2005 年开始银行信贷资

产证券化业务试点（交易结构见图9），

2008年受国外次贷危机的影响，暂停了

图 9   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图

试点工作，2012 年重新开始试点。

2012 年11月，交通银行作为发起

机构、中海信托作为发行人，多家证券公

司作为承销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成功发行人民币30.3355 亿元的信贷

资产支持证券，自2008年至今历时四年，

经三次申报，终成正果。

交通银行选择的基础资产为60笔

贷款，涉及到34个借款人，贷款来自7

个地区、13个行业，均不属于政府融资

平台公司范畴，而是自偿性现金流较为

充沛的市场化生产经营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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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共分四个

档级，其中优先级的三档证券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公开发行。优先A-1档获得1.81倍的超

额认购，最终发行利率为4.2%（固定利

率）；优先A-2档获得1.35倍的超额认

购，最终发行利率为4.4%（一年定存利

率+基本利差1.40%）；优先B档获得2.77

倍的超额认购，最终发行利率为6.0%（一

年定存利率+基本利差3.00%），项目

成功发行。

案例分析：

2012 年 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

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基础资产类型、

评级方式、风险控制等多方面进行了完

善。

该证券化项目的最大亮点是资产池

的选择立足于促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及“中

小型企业”发展，支持新疆等国家重点

扶持区域发展，包含国家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和“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不含任何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

符合《通知》要求。

项目执行过程中引进财务顾问汇丰

银行的国际经验，采用“反向询问 /动态

监控”的基础资产选择和交易结构设计

方式，遵循“以销定产”的思路，从市场

需求出发，设计结构简单又符合市场需

要的证券化产品。

在发行阶段，设立联合承销机制，

聘请海通证券、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为联

合承销商，与市场投资机构广泛交流，

深入推介资产证券化产品。

在评级方面，选择了三家评级公司，

比《通知》要求的双评级还多了一家，给

投资者更多的参考。

项目运作过程中，信托公司全程积

极参与，在证券设计、申报资料与合同条

款修改、发行推介等诸多环节提出了许

多合理化建议，增加信托公司的主导性。

但我们也看到，该项目历时四年，其

中几经波折，考验的是项目人员的耐心

和沟通协调能力，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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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将试点向常规化方向转变，是业内

之所期。

2. 企业资产证券化典型案例

2013 年是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

发展之年，受益于3月份证监会《证券

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的发布，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亮点不断，如 5月

国泰君安证券“隧道股份BOT项目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获得证监会批准，7月，“东

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获得证监会批文，是证券行业推出的首

个基于信贷类资产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比较典型

的是基础设施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本文

选取南京城建污水处理费收益权项目进

行分析。

2006 年 7月，“南京城建污水处理

收费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这是首只对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收

费收益权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该专

项计划基础资产为南京市城建集团所拥

有的未来四年内的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

污水处理收费包含于自来水价格之中，

根据自来水使用量收取。

该项目总规模为7.21 亿元，根

据1～4 年的期限不同预期收益率为

2.8%-3.9%，现在来看该收益率相对偏

低，但是该收益水平仍然高于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该计划的管理人为东海证券，

托管和担保银行为上海浦发银行，该收

益权计划的信用增级主要采用银行外部

信用增级，上海浦发银行为受益凭证的

本息偿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并且辅助以南京市政府的信用担保，

南京市财政承诺按时将污水处理收费划

入南京城建的污水处理费收益账户。

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广对象为

合格机构投资者，收益分配方式为1年

期的计划到期还本付息，其余年限的计

划每年年末支付利息收益，到期还本付

息（见图10）。

案例分析：

2006 年东海证券管理的“南京城

建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资产证券化”项

目是典型的对于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收费

收益权进行资产证券化的产品，上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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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成功实施开辟了一条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融资的新渠道，为中国各大中城市

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开创了好的范

例。

水务等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资产属

性决定了其先天适应资产证券化的融资

方式，此类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资产提供

的服务（污水处理）具有需求弹性小、竞

争性不强、价格稳定、未来现金流可预

测等特点，符合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要求。

但该项目采取的银行担保方式现在

已不适用，政府担保方式在法律上存在

障碍，基础资产作为一种未来的收费收

益权，存在不确定性，这也是企业资产

证券化过程中均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资产证券

化业务的顺利开展，必须要以该业务的

本质为出发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投

资者的认可为目标，这是项目成功的保

证。

3. 资产支持票据（ABN）典型案例

2012 年 8月，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

券为天津市房信集团设计发行了全国首

单保障房类资产支持票据产品，成功募

集资金20亿元。

天津房信集团是天津市政府批准

图 10   企业专项管理计划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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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的国有独资企业，是以房地产开发、

建筑工程施工和工程监理业务为核心，

业务内容涉及物业管理、城市供热等的

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伴随近年来快速

发展的经济形势，天津市政府对与改善

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障房建设力度不断加

大，天津房信集团在保障房项目上的投

资规模不断上升。由于保障房项目建设

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公司在中短期

资金需求上存在一定缺口。与此同时，天

津房信集团将其拥有的公租房进行出租，

每年可获得较大规模的稳定的租金款，

可为其带来持续、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

入。由此，房信集团希望能够盘活这部

分资产，解决中短期资金需求，交易结构

见图11。

1 ABN

1

1

2 3  

4

5  

图 11   交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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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结构

①房信集团向投资者定向发行

ABN，以其合法持有的应收账款设定质

押，并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上登

记，与投资者签订《非公开定向发行协

议》，主承销商受发行人委托，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

票据。

②房信集团与资金监管银行签订

《资金监管协议》，发行人在资金监管

银行处开立专户，并将该专户指定为资

金监管账户，归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

流。

③发行人对租金产生的回收款与

ABN应付本息差额部分负有补足义务。

④在 ABN 本息兑付日前，资金监

管银行按照《非公开定向发行协议》及

《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划转相应的

现金流以用于资产资产票据的本息兑

付。

⑤代理兑付机构将前述资金及时分

证券要素 品种

12 津天房
ABN001A

12 津天房
ABN001B

12 津天房
ABN001C

12 津天房
ABN001D

12 津天房
ABN001E

规模（万元） 34000 36000 40000 44000 46000

信用等级 AA AA AA AA AA

期限（年） 1 2 3 4 5

票面利率 5.75% 6.25% 6.75% 7.74% 8.23%

偿付方式 在每个本息付兑日付息一次

付息频率 到期日一次还本，利随本清

付息：虽然本期资产支持票据各品种到期日不同，每个本息兑付日应受偿本息金额不同，但各资产支持
票据品种之间偿付顺序不分优先劣后，在每个本息兑付日，如发行人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当期应付的
资产支持票据本息，则各资产支持票据品种按应受偿比例同顺序受偿。此外，资产支持票据各品种持有
人作为资产支持票据持有人（除非该资产支持票据已被偿付完毕），同等地享有本协议项下权利，同等地
承担本协议项下义务

表 8  交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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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ABN持有人。

（2）交易情况（见表 8）

交易金额：人民币2,000,000,000元

发行公告日期：2012 年 8月27日

发起人主体评级：AA

信用评级：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

限公司

承销商：中信证券、中信银行

上市场所：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

基础资产：《总租合同》项下全部

权利、权益、利益、收益，包括但不限于

总租人向发行人支付的总租金及其他

应付款项等作为基础资产和主要还款

来源

募集资金投向：通过委托贷款方式

借款给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用于天房集团承担的天津市保障

性住房建设任务。

（3）案例分析

①双重的还款来源

房信集团2012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

持票据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基础资产经营

产生的现金流。在资产支持票据存续期

内，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支

付资产支持票据的本息，房信集团将全

额补足差额部分，实现内部信用增进。

②分期兑付

为使基础资产现金流充分覆盖本金

和利息偿还，房信集团2012 年度第一

期资产支持票据引入分期兑付机制。

③非公开发行

用非公开定向方式发行房信集团

2012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信息披

露要求相对简化，注册发行流程较短。

④资金归集、账户监管、账户资金

质押　　

房信集团定期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

金流从缴费账户划入该行的资金归集专

户，由该行对该账户进行监管，并将该账

户归集的资金质押给投资者（债券代理

人），保障投资者权益。同时该行为企业

设立监管账户，可有效拉动该行负债业

务。

⑤监管账户增值

资金归集账户中的资金，公司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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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监管银行的监管下从事以保值、增

值为原则的投资（如定期存款、通知存

款等），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　　

综合来看，该项目有基础资产稳定

现金流的保障，相比普通定向债具有成

本优势；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相比

资产管理计划、理财计划等非标产品，

投资者更广泛，流动性更好。但同时也

很难达到“真实买断，风险隔离”，作为

市场选择的结果，ABN的需求存在，有

待改进。

（五）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试

点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结合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历

史及现状，可以清晰地看到该业务面临

的一系列问题及挑战。

1. 信贷资产证券化
15

在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主要

采取以信托公司为特殊目的载体（SPV）

的模式来开展，从试点情况开来，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1）政策层面存在的问题

①审批周期偏长

试点期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审批

方式为审批制，且必须先后经过银监会

和人民银行两个监管机构的审批。大多

数项目的审批周期较长，需要不断替换

资产池内资产，带来了较大的工作量，

同时，对各参与机构的积极性也带来了

不利影响。

②市场准入限制较严

从发起人角度来看，目前具有发起

人资格的机构包括国开行、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等公司，其本身经营良好，融资

渠道多样，证券化只是其提高流动性的

方式之一，而有更加强烈证券化需求的

金融租赁公司、城市商业银行、消费金

融公司等机构，未被纳入发起人范围。

从受托人的角度来看，信托公司开

15  部分观点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信证券联合课题组《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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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此类业务必须进行相应资格申请，且

受托人在获得资格后，受限于试点规模，

会出现无证券化项目可操作的局面，真

正进入市场形成较强的业务能力尚需该

业务的进一步开放。

从投资者角度看，试点项目的投资

者主要包括银行、信用社、基金公司和证

券公司，且主要集中于银行。保险机构、

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虽然可以投资资

产支持证券，但需要相关部门审批，而国

外投资机构等投资者尚无法投资资产支

持证券。

③基础资产选择单一

第一，目前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

基础类型还不够丰富，多以企业贷款为

主，国外典型的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

租赁应收款等均未被纳入信贷资产证券

化基础资产范畴，不利于完善证券化市

场结构。

第二，试点阶段信贷资产证券化项

目所选择基础资产多为银行的优质资产

（仅有一单项目所选基础资产为不良资

产），虽然保证了试点项目运营的成功，

但并未起到“剥离银行不良资产，提升

银行资产质量”的目的。

④信用评级体系还不成熟

目前，中国有关信贷资产证券化的

信用评级体系还不成熟，虽监管部门要

求采用双评级制度，但评级机构公信力

不足，评级所需历史数据欠缺，针对证

券化产品的评级方法不完善，导致双评

级不能有效提高评级质量和投资者的认

可度。

（2）法律层面的问题

目前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

境还不成熟，存在如下问题：

①缺乏一部专门的层级较高的法律

来规范资产证券化业务

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实践，

采取的是“立法与试点并行”方式，为促

进试点的开展，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一系

列部门规章，但这些规章的法律效力较

低，且有的规章明确规定只是在试点期

间才有效，是暂时性的制度和办法，这将

影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下一步发展。

基于以上原因，目前急需一部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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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级较高的法律来规范业务开展，可

以将对资产证券化影响最大的规章制度

首先列入立法范围，有重点地解决资产

证券化的立法问题，同时尽可能多地通

过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补，来支持

已出台的资产证券化规章制度。

②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过程中尚面

临一系列法律问题

如资产证券化中债权转让时是否可

以采取以公告替代逐一通知债务人的方

式尚未明确，即《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发起机构应在全

国性媒体上发布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

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

关权利人。”与中国《合同法》第80 条

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

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不发

生效力”两者存在冲突。

另外，关于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的

标准，附属于基础资产的担保权益变更

登记制度等都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范

支持。

（3）市场层面的问题

目前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缺少做市

商制度，且只能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

投资者较少且多集中在银行业内，导致

产品流动性差，风险未能从银行系统内

充分释放。另外，由于试点规模较小，投

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的研究和关注较少，

因此资产支持证券并未进入投资机构的

资产配置范围内，这也导致了其流动性

进一步变差。

2013 年 8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

务会议，决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议

同意引导大盘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跨市场发行，

此做法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满足交易所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风

险不能出银行系统的局面将可能得到解

决，更多机构将证券化产品列入投资标的，

流动性也会大大提高。伴随着试点规模

的进一步扩大，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可能

被自然化解。

另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国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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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资产的非证券化“出表”业务已存在

多年，即银行理财、同业资金与信托计划、

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非银机构共同

开展业务，银行以此规避授信额度和风

险资本占用的管制。此类业务虽不断被

监管部门规范，但依然是金融机构创新

的重点之一，其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

替代作用，影响着各机构参与证券化业

务的积极性。

（4）产品层面存在的问题

①产品结构创新仍显不足

目前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

创新还比较欠缺，例如：还未引入循环

结构，纯利息产品和纯本金产品等新型

产品有待开发，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等

风险管理工具也未出现。任何金融产品，

只有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创新，才

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信贷资产证

券化的结构还需在不扩大风险的基础

上进行适度创新。

②信用增级措施单一

试点期间，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项

目采取的增信措施主要包括：优先 /次

级分层、储备金账户、流动性支持等，大

部分项目只采取了内部增信方式，这与

试点期间资产池整体评级较高有关。目

前国务院已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

试点并定向支持中小企业、三农经济等

领域，由于这些领域的企业信用评级普

遍较低，从而资产池的整体评级将会有

所下降，单纯采用内部信用增加的方式

可能难以获得市场认可。

③信贷资产历史统计数据缺乏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证券评级、定

价等环节的技术处理，均需要以长期历

史数据为基础进行数学模拟，获得统计

数据的支撑，而中国银行历史不长，可获

得的详细的历史数据较少，影响了证券

的评级、定价等关键工作。

④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提高业务

能力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使信托公司成为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天然”的特殊目的

载体，在试点阶段，由于信托公司的技

术储备不足及经验的欠缺，多在业务开

展过程中引入了咨询机构，将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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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等关键环节的工作交由咨询机构处

理，而信托公司本身有沦为“通道”的风

险，但信托公司却又承担了大部分风险，

导致风险收益并不匹配。

2. 企业资产证券化

中国证监会在2013年2月发布《证

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对

券商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规范，

此《规定》为券商快速开展证券化业务

提供了基础，基本上解决了企业资产证

券化业务中存在的“审批时间长”、“市

场准入限制严格”、“资产类型不够丰富”

等类似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存在的问

题，但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

（1）法律层面的问题

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相比，企业资产

证券化的立法则更加薄弱，针对会计、税

收等方面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所出

的业务指引等文件，法规立法层次较低，

适用范围有限，无法满足企业资产证券

化的发展需求。

证监会主导下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目前采用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

SPV 载体，根据《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

业务管理规定》，专项管理计划“资产

独立于原始权益人、管理人、托管人及

其他业务参与人的固有财产，原始权益

人、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业务参与机

构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破

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专项计划资产不

属于其清算财产。”以上条款需要上位

法的支持。

（2）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基础资产选择方面，企业资产证券

化多选择“债权”、“收益权”等资产，债

权类基础资产的界定相对较为明确，争

议相对较小，但对于收益权类资产，在界

定时则较难，且收益权能否离开基础资

产而进行独立转让，从而达到“真实出售、

风险隔离”的目的，依然值得商榷。

信用增级方面，与信贷资产证券化

所不同的是，企业资产证券化在试点初

期多采用了银行担保的外部信用增级方

式，但这一方法目前已经无法采用。部分

项目采用了优先 / 次级结构化方式，但

此方式增信效果不明显，多因单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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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较大有关。

虽然企业资产证券化在以上方面面

临挑战，但《规定》降低了证券公司从事

资产证券化业务准入门槛，取消了包括

分类结果、净资产规模在内的门槛限制。

为提升流动性，《规定》允许资产支持证

券可以在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机构

间报价与转让系统、证券公司柜台交易

市场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交易场所进

行转让，还允许证券公司为资产支持证

券提供双边报价服务，券商可成为资产

支持证券的做市商。符合公开发行条件

的资产支持证券，还可以公开发行，可成

为质押回购标的。《规定》中的新措施，

将极大推动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

展。

3.ABN 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ABN主要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由基础资产所产生

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约定在一定

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其本

身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即无法达成基础

资产与发行主体间的隔离或者无法解决

风险集中的问题。

确切来说，抵 /质押型 ABN产品主

要存在以下两类问题：

首先，它无法完全实现基础资产与

发行人之间的破产隔离，由于基础资产

未信托给受托人，该产品仍为发行人的

财产，若发行人破产，监管账户内资金将

作为发行人的破产财产，不得直接用以

向全体资产支持票据持有人进行优惠性

清偿，抵 /质押物的处置可能受到发行

人破产程序的拖延，造成迟延支付。

其次，虽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具有特

殊性，没有审查过程，可通过直接将质

权人登记为“全体资产支持票据持有人”

而合法实现应收账款质押权，但由于抵

/质押权代理人登记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在其他基础资产上的抵 /质押权可能存

在问题。

对于信托型 ABN产品，涉及会计

和法律层面的问题、多重税收成本问题、

信托公司与主承销商的职能边界问题、

信托产品在银行间市场的交易流通问题



拾肆结构金融与结构化信托业务研究

889

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解决路径，

力争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四、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的

     尝试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化转

型的意义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当前和

今后经济金融工作的大局。中国金融运

行总体稳健，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和工具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

要求不相适应。2013 年 6月19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明确

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

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2013年7月

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3〕67号），要求逐步推进信贷

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2013

年7月15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信贷资产证券

化常规化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将盘活的

资金向小微企业倾斜。2013 年 8月2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

券化（ABS）试点。尽管国务院对于信贷

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的决定离常规化转

型尚有较大差距，但可以看出中央层面

逐步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化转型的

决心所在。

根据央行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扩大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答记者问的内容，

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主要有四点现

实意义，第一，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

有利于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信贷政策和

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已有授信内支

持铁路、船舶等重点行业改革发展，加

大对消费、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的信

贷支持力度。第二，资产证券化常规化

转型有利于商业银行合理配置核心资本，

降低商业银行资本消耗，促进实体经济

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第三，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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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化转型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过度依

赖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通过证券化盘

活存量信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第四，资

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有利于丰富市场投

资产品，满足投资者合理配置金融资产

需求，加强市场机制作用，实现风险共

同识别。

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的意义与以

上扩大试点的意义也基本一致，但广义

的资产证券化不仅仅局限于信贷资产证

券化领域：

对发起机构而言，首先，资产证券化

常规化转型能够为发起机构提供一种新

的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对于吸收存款能力较弱的商业银

行以及那些不能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来

说，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应是一个可

靠的融资渠道。例如，中小型银行、政策

性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

构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

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虽然摆在面前

的融资方式也很多，但真正运作起来有

许多困难。有些企业甚至与银行、股市、

债市根本无缘，只能面向民间的高利贷。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如果它们的某些优

质资产能够产生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便

可通过资产证券化，从资本市场直接融

得资金。其次，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

能够为发起机构改善资产负债表状况，

取得资产和负债的结构性匹配。发起机

构通过证券化，可以较好地解决资产长

期化和负债短期化的矛盾，提高资本回

报率，降低资产负债率，避免流动性风

险，扩大长期资产的业务规模。最后，资

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能够为发起机构创

造出一种更加高级的资产管理模式。对

传统商业银行而言，资产证券化有利于

转变商业银行的盈利方式。传统的商业

银行的盈利模式以赚取存款与贷款之间

的利差为主，这将保留和集中信用风险。

通过证券化，商业银行不再通过持有信

贷资产盈利，而是将信贷资产进行流动

化处理，在转移利息收入的同时把风险

也转移出去。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和

管理贷款资产取得收入，这对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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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良策。

这样的资产管理盈利模式，对于非银行

金融机构同样适用。

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言，资产证券

化常规化转型能够为资本市场提供一种

富有活力的证券投资品种，为投资者提

供一种新的投资选择。信贷资产证券化

产品—不论是MBS，还是 ABS，或是其

他的品种，期限一般都在3-10年之间，

它的收益水平和风险程度，一般高于金

融债券，低于无银行担保的企业债券。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期限较短，它的

收益水平和风险程度高于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也高于企业债券。资产证券

化产品的这种特点，使其在金融市场的

产品系列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产品，这

是一种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都在中等状

态的产品。此外，资产证券化在识别、分

散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作

用。众所周知，资产证券化有两个关键

层面：一是“真实出售”，二是“风险隔离”。

发起机构通过证券化转让基础资产至

SPV名下，在把基础资产收益转让出去

的同时，也把信用风险分散到众多投资

者手中。此举对于发起机构防控风险的

意义自不待言，从全社会看，虽然风险

并不能消灭，但通过揭示风险、识别风

险并由证券化产品的定价机制将风险分

散到众多投资者手里，由众多投资者去

管理风险，对于防范一个国家的系统性

金融风险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

的主要障碍与着力点

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特别是信贷

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

距离真正的常规化转型尚有较大差距。

具体的障碍与未来转型的着力点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缺乏统一的资产证

券化法律制度框架，其中影响较为明显

的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缺乏统一的

合格标准定义。目前，各部委关于实施

资产证券化的部门规章，通行的做法是

简单归纳合格基础资产的法律和业务属

性，再用例举法详细列明可以入池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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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资产类别、名称。在实际操作中，这样

的定义方法难以完整涵盖资产各种形态、

种类，并且执行标准可能不统一，在这里

是合格的，在那里又可能是不合格的。不

同监管机构的认定、监管标准不统一，

各自更加注重自身部门利益的需要以

及对监管责任的逃避，严重抑制了市场

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大大降低了市场效

率。因此，需要有更高位阶的立法，以打

破部门规章的藩篱，用资产“适格”立法

标准代替部门行政审批。李克强总理在

2013年 8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面也强调了“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

机制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产

品标准和监管规则，加强证券化业务各

环节的审慎监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

患”。

第二，资产证券化的“真实出售”与

“破产隔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根据

前期的证券化实践，中国的真实出售和

破产隔离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缺失。中

国现行法律中除了买卖交割之外，能让

证券化资产从原始权益人独立出来的法

律制度主要是信托。但是，中国目前《信

托法》中对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较为

模糊，对于信托受益权等新型财产权利

缺乏对其法律属性的明确界定，从而不

利于信托关系合法性的保护。在信托财

产登记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信托财产

的独立性和抗辩力是有所欠缺的。除此

之外，目前中国所有金融资产管理机构

中，唯有信托公司能够全面合法使用信

托法律关系。证券公司通过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目前无法

将其法律关系明确为信托关系。根据中

国《证券法》第六条的规定“证券业和银

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

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

务机构分别设立”，这使得证券公司难

以名正言顺地开展信托业务。另外，根据

国务院行政法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证券资产管理

客户的委托资产属于客户”，使得券商资

产管理计划的财产无法与客户的资产相

独立，从而只能被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

第三，目前中国与资产证券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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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资产登记公示制度严重缺失，特

别是信托登记制度亟需补充完善。基础

资产要实现“真实出售”，建立覆盖面广、

法律效力高的登记公示制度尤为重要。

中国法定登记制度规定的登记类型主

要有房 (地 )产、工商、港监、民航等管

理部门分别管理的不动产、动产、船舶、

航空器等，其登记 (产权或抵质押权 )

具有法定公示效果，可以产生排他的优

先权或抗辩权。但在证券化资产中存在

大量的新型财产权利 (比如收益权、受

益权等)，现有的法定登记制度不能涵盖，

而依托于部门规章的登记制度法律效力

层级低，保护效果存在一定的弱势和不

确定性。未来扩大试点阶段及常规化转

型过程中，建议完善资产证券化中的债

权、物权转让与通知制度。通过特别法

的形式对于资产证券化中的债权转让与

通知进行专门规定，以利于基础资产的

“真实出售”。

第四，资产证券化试点阶段，各市场

主体参与证券化的意愿相对较弱，市场

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对于发起机构

而言，由于试点阶段审批较为严格，监

管部门往往过分强调选取优质资产进行

证券化。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发

起机构主要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企

业资产证券化中，发起机构往往是信用

程度很高、经营规模很大的央企国企。

以上机构本身具备较为稳定的融资渠道，

且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将其所持有的优

质资产剥离进行证券化处理的意义并不

是很大。而由于试点额度有限，对于中

小型商业银行、城商行、金融租赁公司及

中小型工商企业而言，虽有较为迫切的

资产证券化需求，但是却较难获得批准

参与其中。对于特殊目的管理机构信托

公司而言，目前盈利空间相当有限。由于

试点阶段中优质资产往往被发起机构，

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所主导，信托公司

参与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实际操作过

的项目中，不少信托公司参与一项信贷

资产证券化业务可能需要耗费一两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实际获取的管理报

酬非常有限。因此，当前信托公司参与

资产证券化的意愿普遍较弱，大多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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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的信托公司并无

专门的资产证券化团队开展此类业务。

因此，建议未来相关政策鼓励将发起机

构更多向有迫切需求的中小型商业银行、

城商行、金融租赁公司及中小型工商企

业倾斜。这样才能更好地顺应市场需求，

促进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李克强总

理在 2013 年 8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面指出的“将有效信贷向经济发

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特别是

用于‘三农’、小微企业、棚户区改造、基

础设施等建设”，应当是资产证券化业

务未来常规化转型的着力方向。

第五，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较差，

缺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交易平台及场

所。目前，中国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场所主

要为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证券交易所。但

是，目前两大交易场所的流动性均相对

较差，且由于受不同部门监管而被割裂，

跨市场发行有较大难度。目前，在深交

所挂牌的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交易金额

是所有市场中最大的，如果考虑产品的

存续期，则平均年化换手率仍普遍低于

130%。上交所和银行间市场产品的平

均年化换手率更是低至5%以下，而美

国相应产品的年化换手率高达500%至

800%。产品换手率低导致投资者很可能

需要持有至产品到期，并且对于流动性

较低的产品，投资者往往希望得到更高

的风险补偿，这就要求产品发行者要承

担更高的融资成本。

第六，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

相对缺乏经验。“次贷危机”的爆发，充

分揭示了资产证券化与其他金融业务一

样，同样存在各种风险。具体而言，资产

证券化业务中包括基础资产的选择与评

级风险、现金流风险、基础资产相关市

场变化风险、利率变化风险、提前偿付

风险、操作风险等等。由于在试点阶段，

发起机构提供的资产均非常优质，出现

以上风险的可能极低，从而导致发起机

构以及资产管理机构缺乏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体系，也缺乏相

关风险的管理经验。

以上六大问题仅为当前资产证券化

业务常规化转型中所面临的最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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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以上问题得到充分全面地解决，资

产证券化才有可能真正地形成市场规模，

才有可能成为常规化业务而普及开展。

（三）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制

度变化解读与借鉴
16

2013年3月15日，证监会颁布了《证

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新规”），允许证券公司通过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等形式，以企业应收款、

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

商业物业不动产财产等特定基础资产或

资产组合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

通过结构化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

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尽管此次券商

资产证券化新规最终删去了征求意见稿

中有关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信托财产

的规定，但是本新规对于证券公司资产

证券化业务常规化发展仍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值得信托行业相关制度设计时参

考借鉴。

1. 基础资产范围大幅扩大

此次新规大大扩展了资产证券化业

务深度与广度。原《证券公司企业资产

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的基础资

产范围仅包括“企业资产”，而此次新规

通过列举的方式列明了可以进行证券化

的基础资产具体形态。根据新规的规定，

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

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物业等

不动产财产均可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为实务操作提供了明确指引。此外，还

允许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循环购买

新的基础资产方式组成专项计划资产。

其中，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与商业物业

等不动产财产三大资产类别当属此次新

增基础资产的亮点。

首先，此次新增的信贷资产其实为

信托公司当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要基

础资产，未来信托与券商在此类资产的

业务开展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16 从试点阶段的制度到目前新规的出台，对于券商资产证券化常规化转型有重大推动作用，信托公司相关制度修改可借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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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市场容量很大，据相关统计，

银行目前可供证券化的信贷资产规模高

达几十万亿元规模，而目前信托公司开

展此类业务的总规模从 2005年至今只

有800 亿元左右。

其次，此次新规新增了信托受益权

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信托公司可

能从中大受裨益。欠缺信托流动平台与

机制是困扰信托行业多年的难题，此次

新规的修订可能使得该难题得以解决。

该规定也为信托与券商在未来业务开展

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其中部分

金控集团下的信托公司以及控股券商的

信托公司如果能在此方面加强合作，整

合各方优势，则可以发挥更大的协同效

应优势。

最后，此次新规新增了商业物业等

不动产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这对

于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业务

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支持。

然而，即便券商专项计划的资产属于信

托财产，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资产可以通

过证券化的形式在证监会的多个平台流

通转让，REITs业务在中国的落地实施

仍然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其中最主要

的障碍当属困扰信托行业多年的信托登

记制度、信托税收制度等配套制度的缺

失。但是，当前部分制度的障碍并不影

响券商对于此类业务的理论研究与项目

储备。目前，部分大型券商已初步设计完

成REITs 相关产品，并已与监管部门进

行多次沟通。证监会也在近期表示，将

稳步推进REITs 研究工作，争取尽快出

台REITs管理办法。如果制度的障碍一

旦扫清，前期准备充分的券商有望迅速

抢占市场，获取先发优势。信托公司在

传统房地产信托项目开展方面已具备丰

富的运作经验与成熟的管理模式，但是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如果

能朝基金化的模式转型，那么对于信托

公司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信托公司

当前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此类业务的理

论研究与资源储备，为未来业务的开展

做好战略准备。

2. 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此次新规大大降低了券商开展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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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门槛要求。为更多证券公司能够

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此次新规取消了

有关证券公司评级分类结果、净资本规

模等门槛限制，具备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资格、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基

本条件的证券公司均可申请设立专项资

产计划，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此外，考

虑到资产证券化业务过程中，证券公司

可以通过有关措施防范可能存在的利益

冲突，新规未对证券公司在与原始权益

人存在关联关系情况下设立专项计划和

担任管理人作禁止性规定。

3. 流动性安排大幅增强

此次新规第六条允许资产支持证券

可以按照规定在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业协会机构间报价与转让系统、证券公

司柜台市场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

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此外，还允许证券

公司可以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双边报价

服务，即证券公司可以成为资产支持证

券的做市商，按照交易场所的规则为产

品提供流动性服务。符合公开发行条件

的资产支持证券，还可以公开发行，并可

以成为质押回购标的。由于信托受益权

也属于可证券化的资产支持证券之一，

并且，根据新规第四十五条规定，“信托

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本规定第六条所列

交易场所发行和转让资产支持证券，参

照适用本规定”，因此本新规为信托产

品的流动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支持，这

也可能有助于银监会在后期推进信托产

品在银行间交易场所与平台的流通。

4. 审批时间大幅缩短

此次新规明显缩短了券商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的审批时间。根据新规第七条

要求，中国证监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2个月内，对专项计划的申请作出批

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以前，一单专

项计划的审查时间往往需要在1年以上，

而现在仅需1-2个月就可以审批了。审

批效率的大大提高必将大大促进此类产

品的需求，推动常规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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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化金融

      业务

（一）各资产管理平台结构金融

产品

1. 公募基金分级产品

基础概念：一般情况下，分级基金

是通过对基金收益分配的安排，将基金

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风险不同的两类份

额，并将其中一类份额或两类份额上市

进行交易的结构化证券投资基金。

两类份额的特征：一般情况下，由

基金基础份额所分成的两类份额中，一

类是预期风险和收益均较低且优先享

受收益分配的部分，在此称之为“A类份

额”，一类是预期风险和收益均较高且

次优先享受收益的部分，在此称之为“B

类份额”。类似于其他结构化产品，B类

份额一般“借用”A类份额的资金来放

大收益，而具备一定杠杆特性，也正是因

为“借用”了资金，B类份额一般又会支

付A类份额一定基准的“利息”。

优先类份额的低风险性体现在分

级基金每天在进行净值结算时，先对优

先类份额的净值进行结算，以优先保证

低风险份额每日的约定收益；但如果进

取类份额或母基金份额的净值跌破某

一个极限阀值时，某些分类基金还具有

到点折算机制来保护优先类份额的投资

者。

两类份额的约定比例：分级基金的

设计机制不同，两类份额的分拆比例也

不同。

根据投资标的分类：按照基金投资

标的的不同，分级基金可以大致分为股

票型、指数型和债券型三种。股票型与

指数型分级基金主要投资于A股，前者

母基金多为主动管理型基金，后者母基

金则多为跟踪某个指数的被动管理型基

金，这两种基金的初始杠杆一般为1.67－

2倍；而债券型分级基金主要投资于债

券，其初始杠杆一般为3－5倍。债券

型分级基金设定更高的杠杆倍数是由

于债券波动性较小，在同样杠杆的情况

下，进取类份额的波动要小于股票型、

指数型分级基金的相应份额，因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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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认为需要提高杠杆以增加进取型

份额的吸引力。

根据运作方式分类：按照运作方式

的不同，分级基金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开

放式。二者在以下方面有所区别：

申赎机制：封闭式分级基金基础份

额只能在基金发行时购买，发行结束后

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分级份额（优先

类或进取类份额）；而开放式运作能够

满足投资者在基金日常运作期间申购赎

回分级基金基础份额的需求。

存续期限：封闭式分级基金有一定

存续期限，目前多为三年期或五年期，到

期后分级基金转为普通LOF基金进行

运作，分级机制不再延续。而开放式的

分级基金则能保证分级基金的分级机制

在正常情况下长期有效和永久存续。

投资管理方面：封闭式分级基金因

份额固定，基金经理可以对基金有一个

较长期的投资安排，同时封闭式分级基

金一般最高股票仓位可达100%，而开

放式最高股票仓位为95%。封闭式更能

有效利用资金，同时充分发挥高风险份

额的杠杆作用。

根据优先类约定收益分类：按照优

先类份额的约定收益分配方式，主要可

以分为固定收益、浮动收益以及固定收

益加增强收益三种类型。浮动收益的优

先类份额约定收益率通常同银行定存利

率挂钩并进行浮动；而增强型收益的形

式则有多种，主要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优先类份额分享母基金的超额收益。

（1）分级股票型基金

分级股票型基金按照产品设计可以

大体分为复杂结构型和简单结构型两种。

复杂型产品的复杂之处在于其多样化的

收益分配方式，可以分为固定收益+剩

余分成型、交叉杠杆型和看涨期权型。

简单型分级产品包含稳健类和激进类两

种份额，其中稳健类份额获取约定收益

外不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或承担投资

亏损 (部分产品在极端情况下除外)，激

进类份额享受剩余收益或以其资产净值

为限承担投资损失。

【产品案例】

基金全称：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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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及代码：南方消费160127....

.....................消费收益150049.

.....................消费进取150050

基金类型：股票型分级基金

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基金管理人：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份额折算频率：基金在存续期内不

进行收益分配，但每年进行一次份额折

算，将基金净值调整为1元，同时相应

调整基金份额的数量。如消费进取份额

净值≤0.2元，则提前折算。

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内地消费主题

指数×80%+上证国债指数×20%

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股票型基

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的证

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收益水

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及货币市

场基金。

投资目标：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宏观

经济结构转型方向和长期发展趋势，选

择具备新兴消费增长主题的上市公司进

行投资，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资产配置比例：本基金股票投资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80%～95%，其

中投资于新兴消费主题相关的股票合计

不低于股票资产的90%。债券、权证、货

币市场工具、资产支持证券及国家证券

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5%～20%。

行业配置策略：本基金对于消费升

级需求和新生消费需求的配置将采用核

心卫星策略，投资消费升级行业股票的

比例占股票投资的 60%-100%，投资

新生消费行业股票的比例占股票投资的

0-40%。

（2）分级债券型基金

分级债券型基金是债券基金中的一

种，可以同时提供预约收益（A级份额）、

杠杆收益（B级份额）、普通债基（A、B

级份额固定组合）三种选择，而且可以上

市交易（转化为LOF基金）。分级债券

型基金能够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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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赎，基金规模

不变，减少了份额变化冲击，可以构造更

为合理、稳定的投资组合，提升收益水平；

此外分级债基还可轻松转为普通债基。

根据基础份额或子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

购赎回，可将债券型分级基金分为完全

开放型、半开放型和完全封闭型3种。

【产品案例】

基金名称：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封闭期限：封闭期为三年（含三

年），封闭期届满后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如到期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

封闭期到期日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

基金份额分离：在封闭期内，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总认购份额自动按7：3的

比例分离成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不同的

两个份额类别，即优先类基金份额（基

金份额简称“汇利A”）和进取类基金份

额（基金份额简称“汇利B”），两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合并运作。

投资组合比例：在封闭期间，投资

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

产的80%，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

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在开放期

间，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的80%；投资于非固定收益

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收益分配：在封闭期内，汇利A 基

金份额约定年化收益率为3.87%，其应

得收益的金额采用单利计算，年化收益

率及收益均以基金份额的认购面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在封闭期末，本基金净资

产优先分配予汇利A 基金份额的本金

及汇利A 约定应得收益后的剩余净资

产分配予汇利B基金份额。

2. 结构化私募股权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PE）结构化产品出

现得较晚，在传统模式下GP 作为承担

无限责任的投资人，负责作为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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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提取管理费

和超额收益的分配权。其收益通常的收

益分配约定是 LP 支付给 GP2%-3%

不等的年度管理费和盈利20%的管理

分红。

而目前，结构化安排被越来越多地

应用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计中去。

通常，有限合伙制PE基金设置优先、劣

后两种级别的LP，投资项目开始退出后，

投资收益分配顺序为：首先返还优先LP

本金，优先LP本金收回后，继续对该类

LP分配出资额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随

后返还劣后LP本金；再返还GP本金。

上述分配完毕后，如还有剩余投资收益，

优先、劣后 LP 和 GP分别按约定比例

分配。这种结构化的安排可以保证在基

金收益不足以满足优先受益权的设定收

益率的情况下，由次级受益人以劣后资

金补足。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该产品

的优势在于在次级LP以其全部出资承

担基金风险损失前，优先级投资人不承

担任何基金风险损失。

【案例分析】

名称：华商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采取有限合伙制

募集资金规模：3个亿

基金管理公司：北京嘉富诚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银行：浦发银行运城分行

基金募集人：北京中金诺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投资方式：以股权和债权方式向山

西华商盛天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

资金

退出方式：投资到期后，本基金

15000万元投资占华商盛天公司股权的

60%，到期后由华商盛天公司溢价回购，

并归还基金企业的借款

投资项目：山西运城高铁低碳新区

启动区项目

投资回报：每年分配收益，期满返本

A级投资人，投资额度500万以下，

收益预计为15%/ 年

B级投资人，投资额度500万及以

上，收益预期为17%/ 年

出资结构：北京嘉富诚股权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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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300万作为普通合

伙人；有限合伙人共出资29700万元，

其中优先级投资人出资1.4亿元，另外为

了保障优先级投资人的资金收益，北京

嘉富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

西华商盛天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勇嘉个人、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和运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雷金狮作为次级投资人共计出资1.6 亿

元作为劣后LP（见图12）。

北京嘉富诚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股权和债权方式向

项目公司提供资金

回购基金股权归还股

东借款

运城市城市

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运城市盐湖

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黄勇嘉、

雷金狮个

人出资

普通合伙人出资300万，占1% 有限合伙人出资29700万元

A类投资人

投资项目 获得项目收益

优先级投资人出资1.4亿

华商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山西华商盛天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大西高铁运城客站周边片区开发建设

投资 分配

劣后级投资人出资1.57亿

B类投资人

图 12   华商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3. 券商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原有的证券客户资产管理条例，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不能保本保收益，而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大规模采取分级机制

是从 2012年才刚刚开始的。2012年10

月底证监会发布第87号令《证券公司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对

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分级开始。目前多家

证券公司都参与到分级产品的发行中，

正式对券商分级资管计划松绑。随着制

度的放松，投资范围的放开，券商开始

推出不同类别的分级产品，以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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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投资需求。如国泰君安君得丰一

号、东证分级股票2号、安信定享1号、

创业创金稳定收益、华泰尊享收益分级、

光大阳光挂钩沪深300 指数分级等。分

级产品的推出，能够满足优先和劣后客

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偏好，能够有效提高

客户的黏性。

相比于公募基金分级产品，券商集

合理财设计的分级产品更为灵活，例如

投资标的，小集合可以投资单一股票、单

个项目，大集合可以投资公募基金产品，

而在杠杆方面，公募基金初始杠杆最多

不能超过 2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无杠

杆限制，此外公募基金分级产品只能分

为两类份额，券商分级也无明确要求。

【产品案例】

产品名称：国泰君安君得丰一号债

券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52200)

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封闭期：君得丰一号优先级份额自

成立之日起每 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

为每满 6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及其后

两个工作日（具体时间以管理人公告为

准），其余时间均为封闭期，封闭期内不

办理优先级份额的参与、退出业务。君

得丰一号次级份额封闭期1年，封闭期

内不办理次级份额的参与、退出业务

约定收益率：首个封闭期内约定年

化收益率为4.6%

杠杆比例：9 :1，次级人以其本金为

优先级的本金和收益担保

认购金额：单一投资者参与本计划

优先级份额，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50000元，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人民币1000 元。单一投资者参与本计

划次级份额，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100万元，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人民币1万元

投资范围：君得丰一号将投资于国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

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债券、可交换债

券、短期融资券、有担保且外部债项评

级在AA级（含）以上或者提供第三方全

额不可撤销担保的担保人主体评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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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级（含）以上的中小企业私募债、中

期票据（含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

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各类债

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

基金、债券型基金、逆回购、债券正回购、

保证收益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

计划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许可投资

的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4. 结构化信托产品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

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对结构化信托业务的定义，结构

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的

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结构

化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

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

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

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

担相应的风险。

结构化信托既是一种信托产品设计

类型，同时也是一种信用增级措施。信

托公司将信托受益权划分为优先级和劣

后级，在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清算时，如

果信托财产不足以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

托本金和信托收益时，则以全部信托财

产优先向优先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本

金，然后依次分配的是优先信托受益人

的信托收益，如信托财产还有剩余，才

可以依次向劣后受益人分配信托资金本

金和信托收益，劣后受益人以其所持有

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保障优先受益人的

信托资金本金和信托收益的如期兑付。

一般情况下，劣后信托受益权人的

预期信托收益率明显高于优先信托受

益权人的预期信托收益率，但前者承担

的风险也较后者高很多，投资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认购不同层级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但是

还有一种情况，信托公司为了给信托计

划进行信用增级，要求交易对手（项目公

司或者其关联方）认购劣后信托收益权

份额，以此来保证信托资金的安全性和

吸引力。

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结构化信

托产品有证券投资信托、股权投资信托

以及信托投资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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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券投资信托产品

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是指由信

托公司受托设立的主要投资于A 股流

通股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计划，该信

托计划采取分结结构，由优先和一般两

种份额组成。信托收益分配时，优先份

额可获取固定回报；扣除相关税费和优

先份额本金及固定回报后，剩余信托财

图 13 结构化证券产品交易结构

优先委托人

信
托
合
同

（
优
先
级
）

信
托
合
同

（
一
般
级
）

保管合同 经纪服务合同

（三方）

投资顾问委托人

证券市场

受托人
信托计划

保管人 券商

产归入一般份额。一般份额以其信托本

金为限保障优先份额的本金和收益，结

构化证券产品交易结构情况（见图13）。

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的优先级资金

基本来自于银行和机构，而一般级多数

情况下由私募基金投资管理顾问公司或

者基金经理本人出资认购，优先级与一

般级投资者出资额的比例通常为2 : 1。

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会设定严格的警戒

线和止损线，产品运行过程中，信托公司

具备实时监控的能力（券商不能进行三

方监管），该类业务对于信托公司来说

还具备发展的潜力。

（2）股权投资信托产品

股权模式展示了信托在实业直投、

核心资产管控、投融资对赌、补充项目资

本金、主动管理风险、撬动银行信贷等

方面的优势。

案例见表 9：

华原大厦位于甲市CBD中心，S信

托公司拟成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该

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并由B公司（A公司

的子公司）对华原大厦进行大厦裙楼及

辅楼的后续建设。

在该案例中，信托公司以信托资金

中很少的一部分入股项目公司并成为项

投
顾
协
议

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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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公司股东，然后将剩余资金以信托贷

款或股东借款的形式进入项目公司。通

常而言，股权模式的操作关键在于信托

产品到期后“股权变现退出”的保障问题，

为此必须密切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信托

公司在项目公司所处的“控制”地位，以

便对于信托资金及银行后续贷款资金

产品名称 华原大厦项目股债结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
运用方式

（1）3500万元资金用于受让李先生和刘先生持有的 A公司100%股权。

（2）3 亿元用于向A公司的子公司（B 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并用于华原大厦裙楼和辅楼的
后续建设。

还款来源 华原大厦裙楼和辅楼的销售回款。

信托规模 总规模 3.35 亿元
（1）优先级：2.5 亿元，向投资者募集。

（2）劣后级：8500万元，由B 公司认购。

信托期限 18个月，满 12 个月后可提前结束。

付息频率 到期日一次还本，利随本清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300万元以下（不含）：9%/ 年。

（2）300万元以上（含）：11%/ 年。

主要风控
措施

（1）以华原大厦裙楼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为其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

（2）以华原大厦辅楼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为其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

（3）自然人李先生为B 公司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表 9   华原大厦项目股债结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本信息

图 14  股权投资信托产品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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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和其他重要事项拥有决定权，从

而确保资金的合理运用与项目的按期完

成；二是项目本身是否具备良好的市场

前景，以便在“股权转让退出”等机制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信托公司通过拍卖等

处置程序进行股权变现，从而确保信托

资金的正常退出（见图14）。

（3）信托投资基金

信托与基金具有天然联系，资金信

托本身就是一种基金，而基金的重要载

体和组织模式之一就是信托。以房地产

项目为例，信托型房地产基金的实质是

一个信托计划，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

通常也担任了房地产基金的管理人。在

有些情况下，信托公司也会聘请外部的

专业机构作为管理公司（即投资顾问），

为房地产基金的投资决策提供专业建议

或相关支持。信托公司作为社会公信力

较强的金融机构，具有资金募集与项目

管理的双重优势。

信托型房地产基金的基本形式是股

权投资信托计划，即信托资金以股权投

资形式入股项目公司或与开发商合资成

立有限合伙企业（信托计划作为有限合

伙人）。与一般的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有

所不同的是，信托型房地产基金的期限

设计更为灵活、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实行

分层制、基金通常会设置封闭期和开放

期（申购赎回制）、信托计划还会建立信

托单位的估值体系和净值标准等。

案例：

如图15，一家大型民营房地产公司

（下称“地产公司”）与某信托公司达成

协议，由M信托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为地产公司项目（地产公司为该项

目新设一家项目公司）募集开发资金。

具体操作模式为：

①信托公司发行信托计划募集资

金人民币10 亿元，信托计划受益人分

为优先、劣后两级，优先级份额8亿元，

劣后级份额2亿元。在信托计划清算时，

首先支付优先级受益人本金并满足优先

级受益人每年 8%收益，之后再支付劣

后级受益人本金和每年 8%收益，剩余

部分收益按照各 50%向两级受益人分

配。其中，2亿元的劣后级信托计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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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由房地产公司认购；

②房地产公司出资成立一家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下称“管理公

司”）；

③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共同成立一

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信托

公司作为LP出资10 亿元，管理公司作

为GP出资1000万；

④有限合伙企业以增资扩股形式将

10 亿元资金注入项目公司，并与地产公

司签订对赌协议，2年投资期届满，项目

公司未清算，由地产公司按投资金额×

（1+24%）的价格回购合伙企业所持股

份；若项目公司已清算，投资收益不足

24%，由地产公司补足，投资收益超过

24%，超过部分由合伙企业享受。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劣后级受益人

都由融资人的关联方担任，但劣后级受

益人并不独自享受超额收益，而是与优

先级受益人享有同等的收益。可以看出，

案例中融资人关联方认购劣后级份额的

作用完全是进行信用增级。当前信托市

图 15  信托投资基金产品交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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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结构化信托产品多数是上述两个

案例所展现的类型，为了降低融资成本，

劣后级受益人并不享受较高的收益，却

为了信用增级而承担着较高的风险，事

实上已经背离了风险越大收益越高的原

则，这也是结构化信托业务不得不重视

的问题之一。

（二）结构化信托产品的优势

1. 结构化信托产品在优先级资金

募集方面具有优势

信托产品以其相对较高且稳定的收

益率，在理财市场的认可度逐年上升。

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咨询联合发布的

其他境内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基金

股票

信托产品**

银行理财
产品*

保险（寿险）
债券

2009初
全部受访者

2011初
全部受访者

2013初
全部受访者

储蓄以及现金

100%

80

60

40

20

0

资料来源：《2013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图 16  2009-2013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增内可投资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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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信托产品

在高净值人群资产组合中所占比重呈显

著增加趋势，2013年初约占可投资资产

的11%。近年来，信托产品积累了广泛

的客户群，这使得信托公司在结构化产

品优先级资金募集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见图16）

2. 结构化信托产品投向更为广泛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可以以

更为灵活的方式（债权、股权、股权+债

权、有限合伙等）运用资金，并且横跨实业、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多个领域，这是

其他资管平台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因

此，结构化信托产品的投资领域更为广

泛，可供选择的投资标的更为丰富，能够

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3. 信托平台的破产隔离功能

信托制度所特有的破产隔离功能

是其他资管平台所不具备的。其他资产

管理平台如证券、银行、保险等发行的结

构化金融产品，没有信托平台独有的破

产隔离功能，无法对抗第三方对受益人

的追索权，可能影响结构化产品运行的

稳定性。

（三）结构化信托业务发展的

挑战

1. 主动管理能力有待提升

信托公司目前大量开展的结构化证

券投资信托业务在投资决策上主要依

赖于投资顾问。目前，业内实现受托人与

投资顾问为同一机构的仅有云南国际信

托一家公司，被称为“云南模式”。信托

公司在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的设计与研

发方面，存在着主动管理能力不足、专业

人才和团队匮乏等问题，在此类业务上

与基金、券商等金融机构相比不具优势。

2. 行业经验相对缺乏

尽管信托公司开展的结构化股权投

资信托业务较为普遍，但目前主要集中

在房地产行业，对于其他领域涉及较少。

此类业务要求信托公司对投资标的所处

企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信托公司行

业研究经验积累的不足、行业信息以及

企业资源的匮乏导致此类业务的开展受

到局限，与专业性较强的私募股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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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不具优势。

3. 结构化产品设计人才缺乏

全球结构化金融市场景气已在快速

回升。中国仍处于结构金融发展初级阶

段，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在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政策背景下，

面对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的投资者，中国

结构化金融业务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但是，目前的结构化信托业务仍然相对

简单，原因在于创新产品设计的人才和

水平尚有不足。信托行业需要加大激励

机制吸引人才、加大投入培养人才。

4. 结构化产品业务指引尚缺

目前对结构化信托业务的规范尚不

完备，没有一个行业参考标准，信息披露

要求和受托人尽职尽责缺乏衡量标准，

劣后级受益人对所承担的风险更多地是

依赖于自身对风险的专业判断优势，还

没有较好地利用风险对冲机制，没有形

成一种稳定盈利模式，更类似于建立在

风险承担基础上的股权投资。

六、结构化金融资产定价

（一）结构化金融资产定价的

思想

1. 理论价值与市场价格

金融资产的价值都源于蕴含风险的

未来现金流的贴现。结构金融通过金融

工程的组合分解和复制技术等手段，原

始资产的现金流被重新架构，形成新的

结构性资产，带来新的现金流。而且，在

结构性产品设计过程中设置了很多复杂

的交易，例如信用担保等，包括额外收益、

现金储备、次级权益、保证和额外收益

等等。但是根据无套利定价理论，在完

备的市场中，即信息充分且不存在交易

成本时，现金流的组合和分解并不改变

组合总的价值，否则将会产生套利空间。

因此在理论定价中，产品中的不同部分

价值可以直接相加，如固定收入部分加

上期权部分就是一般结构性产品的理论

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结构化金融资产

不存在溢价，应当满足如下等式：

.市场价格=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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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部分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

理论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是信托

等SPV的市场价值所在，是结构金融创

设者的社会价值所在。这种差别来自于

市场的不完备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价值，即证券化产品因拥

有传统产品所不具备的一些特征而受到

欢迎。众所周知，市场并不总是完备的，

交易成本的存在也是作为金融中介的金

融机构存在的利润的根本来源。结构化

金融资产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构造出新的

具有与原始资产不同收益风险特性的资

产供投资者选择，而投资者为了获得这

些原始资产不具备的收益风险特性的现

金流，也愿意支付一定的交易成本。

二是套期保值成本。在理想模型中，

发行者能够通过购买其他资产对冲掉其

持有头寸的风险以实现套期保值，但现

实中可能并不存在能够对冲掉风险的资

产，因而无法完全套期保值，因此需要一

定的溢价。

三是流动性溢价。原始资产和结构

化产品可能在流动性上存在较大差别，

如证券化产品大大增加了流动性，因而

产生了一定的流动性溢价。

四是市场定价不合理。在这种情况

下，组合和分解可能会产生价值。例如，

根据CAPM模型，只有系统性风险才被

定价，单个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能够在

市场上完全对冲掉，因而没有价格，因此

无论对资产进行组合还是分解，都满足

无套利条件，因而不产生价值。但是在

现实中，市场投资者可能给予了非系统

性风险一定的溢价，在组合分解的时候

可能对冲掉非系统性风险从而造成结构

性产品市场价格与组成部分价格和的差

别。

因此，金融机构进行结构化就存在

着一定的溢价空间，这一溢价空间就是

结构化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价值。这样

市场价格实际上应当等于根据无套利原

则计算出的理论价格加上一定的溢价。

.市场价格=理论价格+溢价

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讲，对结构化金

融资产的定价首先是确定其理论价值。

在理论价值确定的基础上再去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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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需求以确定最终的价格。可以说，

理论价格就是发行者的成本，是发行者

的底线。

2. 理论价格的确定

对结构化金融资产的定价和估值首

先要关注原始资产现金流的状态，作为

产品现金流的源泉，原始资产的现金流

直接影响到金融产品总体的支付。另外，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遵循结构性产品的

内在结构特征，这决定了分层产品的现

金流状态。根据Das的定义，一个典型

结构性产品的内在结构包括以下两个元

素：固定收益部分和嵌入其中的衍生品

部分。

从目前市场上发行的产品看,主要

采用了嵌入各种不同类型的期权这种形

式。结构性产品的估值应反映各组成部

分的价值，结构性产品的定价就是经过

一些特别因素调整之后各个组成部分

的价值之和。这一定价和估值原则可以

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的结构性产品的定

价之中，要点是把任何结构性产品分解

成各组成部分。

其收益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给出：

1+min{k, max[λ,θ（        1 ）]}
s1
s0
__ _

其中λ为最低收益率，θ为挂钩的

原始资产收益率上涨中的分享比率（参

与率），k为支付的限额。

固定收益部分的定价需要确定未

来现金流和合适的折现率。其中未来的

现金流通过产品设计流程即可得到，重

要的是得到一个合意的折现率。折现率

的确定应当结合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原

始资产的收益风险特性、分层设计时的

信用增级等因素。衍生品部分则需要分

析未来原始资产收益风险的特征，并根

据已有模型和数据计算得到衍生品部分

的价值。

（二）结构化金融资产理论定

价的理论

无套利（No.Arbitrage）均衡分析是

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金融

产品定价的最根本的原理和方法。无套

利分析方法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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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迪格利亚尼(F..Modigliani)和米勒(M..

Milier) 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

的关系(即所谓的MM理论)时提出的。

经过众多伟大的金融学家和数学家的深

化和发展，无套利原理已经成为金融学

分析的最强大工具。现代金融理论研究

后来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如套利

定价理论，以至期权定价公式，都是灵

活地利用这种无套利的分析方法得到的。

在期权定价理论中，所构筑的组合头寸

是动态地保持住无套利特性的。要了解

无套利原理，首先需要了解金融工程的

组合分解技术和风险中性理论。

1. 金融工程的组合、分解和复制

技术

金融工程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学科，它将工程的

思维和方法引入金融领域，综合地采用

各种工程技术方法 (主要有数学建模、

数值计算、网络图解、仿真模拟等)设计、

开发和实施新型的金融产品，创造性地

解决各种金融问题。金融工程的一项核

心技术是组合分解技术。目前层出不穷

的新型金融工具的创造，大多是建立在

这种组合分解的技术之上，对已有的金

融产品进行分解和重新组合。

组合技术，即将两种资产或者现金

流打包形成新的资产或现金流发行的过

程。而分解技术则与组合的过程相反，

将原有资产或现金流人为拆分，形成两

股或更多的现金流。在组合和分解的时

候要考虑到现金流之间的收益风险特

征，以使得所创造出的现金流满足投资

人的要求。

复制技术，是利用其他资产复制出

原有资产的现金流，即构建与原生资产

未来现金流的分布相同的资产组合的过

程。实质上用一组金融工具复制单一金

融工具的现金流，这一组金融工具就是

那个单一金融工具的分解，而单一金融

工具反过来就是这一组金融工具的组

合。复制技术是金融工程的核心。

采用组合分解技术，可以利用基本

的金融工具 (包括基本的原生工具如

股票和债券，也包括基本的衍生工具如

远期协议、期货、期权、互换等 )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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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来组装成具有特定流动性和收

益 /风险特性的金融产品，如各种类型

的期权与其他金融工具组合起来构造

的一些复杂的复合金融工具（Synthetic.

lnstruments），也可以通过“剥离”（strip）

把原来捆绑在一起的收益风险进行分

解，更可以在分解后再加以重新组合。

2. 无套利定价

（1）什么是无套利

套利在金融工程的定义中是指可以

通过金融工具的组合建立一种投资组合，

建立该组合时不需要成本，而且将来可

以产生非负的收益。投资组合中的金融

工具可以是同种类的也可以是不同种类

的。无套利则意味着有着相同到期支付

的资产有着同样的价格，否则可以通过

低买高卖进行套利活动。在定价中，如

果某种资产能够被复制出来，然而复制

组合与原资产价格不一致则能够产生套

利机会，从而使二者趋于一致。

套利机会的数学表达如下：

一个资产组合∅在 [0，T] 内存在

套利机会是指，如果存在 i∈[0，T] 使

得 Vi. (∅ )=0，而 VT. (∅ ) ≥ 0，并且

prob（VT. (∅ ) ≥ 0）>0，Prob 是指事

件发生的概率，Vi. (∅ ) 是指资产组合

在 i 时刻的价值。

（2）定价的原理

无套利定价的思路就是通过将一

项资产通过市场上其他的金融资产复制

出来，然后利用这些金融资产的价格求

得资产的价格，其潜在的要求是这些资

产的价格定价是合理的，而这一要求必

须建立在市场是有效的假设之上。

组合分解技术本质上就是用一组

金融工具来“复制”另一个或一组金融

工具的技术，这就是无套利均衡分析方

法的具体化。复制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

来做：复制未来的现金流，同时检查目

前是否有价格失衡的套利机会；也可以

是现在的价格相等，复制未来在任何情

况下都产生更为有利的现金流，或者未

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产生更为不利的现金

流。当市场处于不均衡状态时，价格偏

离了由供需关系所决定的价值，此时就

出现了套利的机会，而套利力量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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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重建均衡。市场一恢复均衡，套利

机会就消失。

（三）定价基本模型和技术

1. 固定收益部分定价模型

债券的价格等于其预期现金流量的

现值，因此需要估算预期现金流量和必

要的收益率。必要收益率反映了那些在

风险方面有可比性或投资方面有可替代

性的金融工具的收益率。

（1）普通现金流贴现模型

在利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固定收

益部分 (一个固定利率债券或FRN) 通

常使用常用的固定收益估值技术如内部

收益率法或者称现金流贴现法来定价。

现金流贴现法的公式如下：

其中，B为债券价格；N为在下次付

息日后，还剩余的付息次数；m为距下次

付息日的天数。I为债券每年支付的利息，

P为债券面值，i为折现率也即投资者所

要求的报酬率。

现金流贴现模型的重点是折现率

的确定。一般情况下折现率由两部分构

成，一是无风险报酬率，二是风险报酬

率。

无风险报酬率反映本金没有违约

风险、期望收入得到保证时资金的价

值。一般情况下国债利率通常成为无风

险报酬率的参考标准。风险报酬率的确

定应当考虑资产的风险因素，例如按照

CAPM模型，应当考虑资产的系统性风

险的大小乘以单位风险溢价。

（2）利率模型——引进利率波动性

在利率变化较大或者产品期限较长

时，通常采用一定的利率模型来模拟利

率变动，以确定每一时刻的利率水平 it,

形成完整的利率曲线，来完成现金流贴

现模型的估值计算。利率模型是对利率

在金融工具的存续期内如何变动进行概

率描述的定价模型。

利率模型根据假设的以下两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来定价：①短期利率水平；

②利率的波动性。广义来看，利率模型

有两种——均衡模型和无套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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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衡模型通过推动期限结构演

变的某些状态变量做出假定来说明市

场的均衡状态。通过施加一些其他的

结构和约束条件，我们就可以求出债券

和其他利率衍生品均衡价格的闭合解

（closed-form.solutions）。

操作步骤：运用计量技术对历史数

据分析，估计利率变动过程中的参数，包

括利率波动函数中的参数。

经典的模型包括如以Vasciek 模型

表 11  多因素利率模型17

模型 公式 含义 评价

Merton 模型
（1973）

dr=udt+dW
W为布朗运动，代表对短期
利率的随机冲击。

最早的动态连续时间模型，缺
陷是利率可能为负。

Vasicek 模型
（1977）

dr=α(γ-r)
dt+ρdZ

利率在长期趋向于一个平
均水平。α为利率向平均水
准调整的速度。

是第一个满足均值回复性的利
率模型。如果r大于长期水平r，
则会以α的速率调整。

CIR 模型
（1985）

dr=α(γ-r)
dt+ρ√ r.dW

通过额外增加限制条件
2αr>p2 保证利率非负。

该模型在学术和实际中应用较
广。

双平方根模型
（1989）

dr=α(γ-
√ r)dt+ρ√ r.
dW

表 10  单因素利率模型

17  邹玲：《几种利率衍生品定价模型的探究》，2009 年 5 月。

模型 公式 含义 评价

Brennan-
Schwartz 模
型（1982）

变量 r，l 分别代表短期
利率和长期利率。

选取长期利率作为影响
资产价格的因素，指明
了双因素建模的方向。

Fong-
Vasicek 模型
（1991）

r与 v 分别代表短期利
率和短期利率的波动
率。..和....为均值。

模型具有均值回复性。

Longstaff-
Schwartz 模

型

X是仅影响生产投资期
望收益的变量，Y是影
响生产投资期望收益和
收益不确定性的变量。

dr=ur(r,l,t)dt+σr(r,l,t)dw1
dl=ul(r,l,t)dt+σl(r,l,t)dw2{                                                  }
dr=a(r-r(t))dt+   r(t)dw1
dl=b(v-v(t))dt+σ    v(t)dw2{                                                    }

{                                                       }dX=(a-bX(t))dt+c   X(t)dw1

r(t)=X(t)+Y(t)

dY=(d-eY(t))dt+f    Y(t)dw2

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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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和CIR模型（1985）为代表的单

因素模型（见表10），以及以Brennan-

Schwartz 模 型和 Longstaff-Schwartz

模型为代表的多因素模型（见表11）。单

一苏模型把短期利率作为解释利率期限

结构的唯一变量，而多因素模型则认为

期限结构的动态演变受多个因素驱动。

均衡模型有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

这类模型不是独立与偏好的，这意味着

模型的设计者必须设定效用函数以规定

投资者如何做出决策。第二，因为在校

准模型时只采用历史数据，因此，这类

模型没有排除当前的期限结构中存在的

套利机会。我们所观察到的价格波动性

是这类模型的输入变量。

②无套利模型采用已经给定的当前

期限结构，并且假设在整个期限结构演

变的过程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在对模型

表 12  无套利模型

模型 公式 含义 评价

Ho-Lee模型（1986）
是为了保证模型与初始期
限结构一致而选择的与
时间有关的函数。

第一个无套利利率期限模
型。HL模型没有考虑利率
均值回复性，且假定波动率
的影响为常数。

Hull-White 模型
（1990）

对 Vasicek 模型的参数
时变的扩展。

随机部分呈现时间衰减性，
随机利率长期会呈现确定
性特征。短期利率有均值回
复性。

BDT模型
保证利率为正。均值回复复
苏是波动率的函数。

BK模型
对 BDT模型进行了推广，加
入与时间有关的均值回复
速度。

HJM 模型

F(t，T)为远期利率，模型
估计的参数只有远期利
率的波动率，且该波动率
不随测度变化而变化。

给定债券波动率的期限结
构，就可以得到债券定价的
信息。

dr=θ(t)dt+σdW

dr=(θ(t)-a(t)r)dt+σ(t)

nr=(θ(t)-               )dt
                  
                         +σ(t)dW

lnr___σ’(t)
σ(t)

dlnr=(θ(t)- a(t)lnt )dt
                         +σ(t)dW

σ i   ( v,T)dZi( v)

∫

∑∫

F(t,T)=F(0,T)
             +

 +

αF(v,T)dv
t

n

F
i=1

0

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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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校准时，假设所有的利率敏感型证

券都被正确定价。

典型的模型包括 Ho-Lee 模型、

HW 模型、Black-Derman-Toy 模型、

Black-Karasinski模型、HJM模型（1992）

等（见表12）。每一个模型有不同的假

设和特点，可以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产

品发行、存续期间的利率环境进行选择。

2. 期权部分定价基本模型

期权价格最关键的因素是期权到期

时基础资产的价格，因此任何一种期权

定价模型必须对期权到期时的基础资产

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假设。

（1）离散时间期权定价—二叉树方法

离散时间定价的基本原理是给出标

的资产的分散过程，利用标的资产和无

风险利率资产复制出期权，在不存在无

风险套利机会下，计算期权的价值。其

基本模型是二叉树模型。

比如：以单期二项股票期权的定价

为例。无风险利率为 r，标的资产 t时刻

现值S，未来时刻T 有上升和下降两种

状态，价格分别为Su和 Sd，普通的看

涨期权执行价格为X，（Sd<X<Su）。则

期权的到期支付在两种状态下分别为

Su-X和 0。

在计算这一期权价格时，首先要用

无风险资产和标的资产复制出这一期权

的支付。如果需要用a的无风险资产和

b的标的资产复制出期权，那么a和 b

应当满足以下方程：

{    {                                        α(1+r)+bSu=su-X
α(1+r)+bSd=0

α=
(su-X)sd

(su-sd)(1+r)

ь=
su-X

su-sd

可以计算出a，b的值。

这个期权就可以通过a的无风险资

产和b的标的资产复制出来，因此其价

格应当等于a+bS。对于多期多项式模

型，其基本思路一致，可以倒向求解。

从这一结果我们看到，期权的价格

不依赖于股票价格上升的概率，即使投

资者不同意股票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主观

概率，他们仍然会同意由S、u、d、X和 r

计算出的期权的价值。同样，期权的价

值也不依赖与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这



拾肆结构金融与结构化信托业务研究

921

就是风险中性在期权定价中的体现。

从这一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复制技

术在期权定价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2）连续时间期权定价—BS 公式

在现实中，标的资产价格的变动是

连续的。这种定价也是利用了复制技术。

Black和 Scholes提出的B-S定价公式

就是连续期权定价的最经典的模型，其

基本思路是通过将股票和期权相结合，

复制出无风险资产，即消除波动项，进而

利用股票和无风险资产的价格求出期权

价格。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多次二项试验

来逐渐逼近。

①假设：

交易连续进行；

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

短期利率是已知的不随时间变动的

常数，且投资者可以自由借贷；

股票无分红和股息；

市场无摩擦，无交易成本；

股票价格是方差和股票价格平方成

正比的连续时间随机变量，股票价格在

任意有限时间间隔结束时呈对数正态分

布。即dS=μdt+σdWt。

②证明思路简介

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证明需要伊

藤引理和复制技术。资产组合的价值等

于各资产价值之和，从股票价格变动过

程已知，那么根据伊藤引理，我们就可以

知道期权价格的变动过程。选择合适的

头寸，使得二者的波动项消除，也即dW

项前的系数为0，从而复制出无风险资

产。再根据无风险资产获得无风险收益

率，从而得到布莱克斯科尔斯的偏微分

公式，求解这一公式即可得到BS公式。

③公式

看涨期权的理论定价公式为：

c=SN(d1)-Xe-rTN(d2)

d2=d1-d1= ;ln(  )+(r+   )Ts
x

σ2

2

σ    T
σ    T

18 R.Merton. Option pricing when underlying stock returns discontinuou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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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扩展——莫顿跳扩散模型

在 BS定价中，股票价格被认为

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是连续的，但是在

现实中，股票的价格并不是一直是连

续的，有时会发生跳跃。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Robert.Merton 18 给出了跳扩散

模型，即引入泊松分布以描述价格跳

跃 的 过 程。Cox 和 Ross、Jarrow 和

Rudd、Schoutens 和 Corcuera 也在这

个框架下研究了期权定价问题。此外，

Chunsheng.zhou、Jarrow 和 Rosenfeld

还将跳扩散模型应用到信用衍生品定价

中。

（3）蒙特卡洛模拟定价

以上方法都是通过解析的方法也即

推导出公式得到的，而现实中很多期权

或者产品的结构比较复杂，解析方法不

容易处理时，就需要借助模拟方法。蒙

特卡洛模拟的原理是基于统计抽样的

思想，通过把问题看成一个黑箱，输入

伪随机数，通过模拟分析输出，得到最

终结果。

其基本思路是，在知道股价的变动

过程的概率分布后，通过计算机程序模

拟，产生大量股价路径，进而对每条路

径计算出期权的价值，将所有模拟得到

的期权价值平均，就可以得到期权的期

望值，然后再以无风险利率贴现。例如

对股票挂钩型期权的定价，模拟关键在

于dWt转换成为ε√dt，通过给出大量

ε的取值，进而得到大量股票乃至期权

的价格，最后求其均值即为模拟的结果。

例如，由dS=μdt+σdWt 经过一系

列运算可以得到

这便是模拟的股票价格公式，给出

ε的一条路径可以确定股票价格的一条

路径，进而求出期权在 T时刻的支付，设

这一结果为V_i（C，T）。蒙特卡洛模拟

即这样重复，得到大量的价格路径进而

得到期权支付，则可以得到在 t时刻期

权价格的蒙特卡罗模拟值：

ST=S0e
(μ-σ2/2)t+σ  Tε

v(c,t)= (c,T)∑e-r(T-t)
1
n

n

i=1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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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洛模拟的优点在于无需推导

出最终公式，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

比较稳定的收敛结果。尤其是很多新兴

期权条款过于复杂，不能用BS公式定

价，而蒙特卡洛模拟不需要明确得到标

的资产的变动过程，因此在实践中得到

广泛应用。

（4）相关性问题—cholesky 分解

构成结构性产品衍生品部分的原生

资产可能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比如两种资产可能受到相同

的因素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同向变动，那

么此时这种关联性将影响到产品的估值。

因此，需要使用一定的方法释放两种资

产价格的相关性。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 Cholesky 分

解。基本做法是将各变量的变动正交化

（Orthogonization），通过将各资产的波

动性分解成为独立的因子，进而使随机

过程相互独立。例如当两种关联资产A

和 B存在相关性时，可以从B分解成同

A相关的部分和不相关的部分，进而对

A和 B中同A不相关的部分进行模拟

估值。

一个简单的模型：例如对资产

和 S2，

dS1=μ1dt+dZ1和dS2=μ2dt+dZ2
如果两种资产不存在相关性，那么

上面的计算和模拟可以直接运用；但是

如果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时，dZ1 和 dZ2

便不能独立变动，其中一方的取值将影

响到另一方。因而在计算和模拟时必须

要先将其相关性分解，最简单的方法即

从dZ2 将 dZ1 分解出来。Cholesky 分解

过程如下：

dZ1=α11dw1

dZ2=α12dw1+α22dw2
其中a11 为 S1 的标准差，a12 为 S1

和 S2 之间的相关系数，a22 为S2 的标准

差。经过这样的分解，我们能够得到独

立的波动项W1 和W2，从而可以进行计

算和模拟。

（四）结构化产品定价的流程

根据上文分析，结构化金融资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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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流程应当包括如图17所示的三个

方面：

产品的分解是结构化金融资产定价

的关键，分解之后的组成部分应当满足

收益和风险的可度量性。各组成部分的

定价分别利用各自定价方式得到，并且

根据无套利理论，产品的理论价格等于

各组成部分价格之和。

1. 产品分解

从本质上来讲，结构性金融衍生品

均可以看作固定收益债券与衍生合约的

组合，因此其价值也就被这两者所决定。

常见的产品包括股价联动债券、信用联

动债券、结构性存款、投资连结保单、商

品联动债券、奇异期权嵌入债券等等。

目前中国市场上流行的结构性金融衍生

品包括各商业银行开发的结构型理财产

品、保险公司开发的嵌入衍生合约产品、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以及其他结构性票据，

其包含的固定收益证券的类型包括债券

图 17   结构化金融资产定价流程

存款、保险等等。衍生合约则包括远期

合约、互换合约、期权合约等等，而衍生

合约的标的资产包括外汇、利率、股价、

商品、信用等。

前文已经提到，合理的分解对于产

品定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产品的

分解应当关注产品的现金流的特征，包

括其收益和风险。首先，应当确定出现

金流的固定收益的部分，即现金流稳定

的部分，如产品保本的部分。第二，按照

影响现金流的外在因素尽可能细分，比

如分为挂钩商品的现金流、挂钩利率的

现金流或者挂钩证券的现金流等等。第

三，分解之后的组成部分应当满足收益

和风险的可度量性，并且尽可能地减少

支付之间的相关性，使得各部分定价可

以相对简单。

比如一些结构化产品存在信用增级，

包括内部增级如设置次级权益、建立资

金储备等，也包括外部增级如抵押和担

保等等，对这些产品的分解要按照支付

的规定如偿付顺序和触发条件等来确定

基本组成部分，如次级权益可以认为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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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优先部分则是固定收益，在定价时

要考虑到其交易结构以确定各自的风险。

再比如与某些标的资产挂钩的理财产品，

这种可以根据其规定的保本率和挂钩率

分解出固定收益部分和期权部分的比例。

某些产品附有提前偿付的权利，也要将这

种权利作为期权分解出来。

2. 组成部分定价

（1）基本准备—确定收益和风险

对各部分定价的关键在于确定各自

的支付和风险，这既需要确定原始资产

组合的状况，也要确定产品的结构。对

于支付，我们可以直接从产品条约中得

到，比如条约中会规定一定的保本率、

利率等等。但是对于风险，则需要专业

的方法进行调研和度量。对成熟的产品

来说，也可以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数据模

拟，或者利用市场上现存的相似的产品

数据。

①原始资产组合的信用质量分析

产品现金流来源于原始资产组合，

其信用状况是结构性产品定价的一个重

要影响因素。这要全面考察发起人过去

和将来的状况，包括经营能力、财务能力、

市场地位、抗宏观风险的能力等等。

②对产品结构的分析

在条约规定的结构下，要考虑偿付

的顺序和偿付的条件，并且对于多数结

构性产品而言存在一定的信用增级，必

须要综合考虑。例如对分层产品来说，

优先级产品的现金流要比劣后级风险更

小，因此支付更加稳定。而对于期权类

权益来说，执行条件的分析也至关重要。

（2）分部定价

①固定收益部分

固定收益部分的定价相对简单，市

场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定价体系，根据

产品和经济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模

型。一般而言，需要确定的参数是未来

现金流C、期限 t、折现率 i等。现金流

的支付和期限在产品分解时已经确定，

最重要的是确定折现率 i，应当是投资者

合意的收益率。

对于期限较短、利率变动不大的产品，

根据对原始资产组合状态和产品交易结

构的分析确定出来收益和风险，在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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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利率的基础上，参考市场现有相同评

级的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率，结合自身

特点，给出固定收益部分的折现率，从

而根据普通的现金流贴现模型即可得到

固定收益部分的价格。

对于中长期债券或者利率环境波动

较大时，可以根据利率模型，利用历史数

据模拟出模型的参数，从而得出利率的

结构，直接代入贴现定价公式求得价格。

②衍生品部分

对于收益不确定的衍生品部分的定

价也需要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模型。

例如对于二项期权可以按照二叉树模

型定价，一般的欧式期权可以直接代入

BS公式定价，比较复杂的衍生品以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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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私人财富积累的日益增长，一些较大规模的家族财产如何完整、有序地

传承下去是创富一代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透过设立家族财产信托来实现财产传

承，是国际上运用成熟的重要模式。我国《信托法》实施已有十多年了，但由于相关配

套法规和制度不完善，设立家族财产信托还有一定的障碍。本课题通过分析目前中国

的财富传承的大背景，同时对比研究和借鉴国外成熟经验，提出在国内信托公司设立

家族财产信托的管理运行模式以及需要建立的制度环境。通过借鉴英美发达国家在

家族信托方面的普遍做法，结合我国《信托法》的相关要求，提出家族信托的一般业

务框架，在国内首先提出成立家族信托委员会的治理模式，并创造性地将信托监察人

的概念引入家族信托体系内，提出了一个较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家族信托治理模式。进

而研究了中国目前推广家族信托业务还存在的一些制度环境方面的欠缺，如缺乏信托

财产登记制度，税制中对信托纳税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家族

信托作为信托回归本源的一项积极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操作的可能性。希望

在市场条件成熟以后，家族信托成为信托行业一个崭新的成长领域，为信托行业的发

展壮大做出贡献。

关键词：家族信托  模式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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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财产信托的内涵及其

     社会价值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91年至今，

GDP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12 年中国

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80

万亿元人民币，相比 2008 年的个人可

投资资产规模已经翻番。从增速上看，

2010-2012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4%。.

中国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达

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的规模也在

逐年扩大。2012 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

数量超过70万人；与2010 年相比，增

加了约 20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8%，并已超过 2008 年人群数量的两

倍。其中，超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

超过1亿元的个人）规模现已超过4万人，

可投资资产5000万元以上人士共约10

万人。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12 年中

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22万亿元人民币

的可投资资产；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100万元人民币.①。

现阶段，多数高净值人士已经完成

了辛苦打拼事业的奋斗期，更加看重如

何更好地保障自己和家人今后的生活。

因此，合理地安排财富使其在保值的基

础上实现稳健增值尤为重要。随着子女

成长，他们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也进一

步提升，目前的投资行为都会将子女的

生活、学习发展等因素考虑在内。与此同

时，一些高净值人士开始进入财富传承

阶段，有关财富传承的需求开始彰显，超

高净值人士对此需求尤甚。调研显示，

约有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士已经开始考

虑财富传承，而这一比例在超高净值人

士中更高，达到了接近二分之一。

中国高净值人群除对传统的债券、

储蓄等稳健投资行为感兴趣以外，对家

 ①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3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3 年 1 月。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936

族信托、跨境资产配置等财富保障和风

险分散的金融安排开始显示出较高的兴

趣。但在目前实际安排中，现有的财富保

障和风险分散手段主要依赖保险和跨

境资产配置。

家族信托作为对家族财富进行长

期规划和风险隔离的重要金融工具，已

受到较多高净值人士的关注。从产品需

求角度看，家族信托位于首位。在超高

净值人群中，家族信托的需求更加旺盛，

并且部分超高净值人士已经开始尝试接

触家族信托。

（二）家族信托的定义及分类

1. 家族信托的起源

家族信托的雏形可追溯到古罗马

帝国时期（公元前510.年 -公元前476.

年）。当时《罗马法》将外来人、解放自

由人排斥于遗产继承权之外。为避开这

样的规定，罗马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移

交给其信任的第三人，要求为其妻子或

子女利益而代行对遗产的管理和处分，

从而在实际上实现遗产继承权。.

在美国，家族信托由来已久。最初

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即镀

金年代（Gilded.Age）来临之初由一些富

裕家庭创造的。早期的家族信托受相同

的法律法规监管，设立家族信托方式较

为单一。在经历了长达 25.年的经济繁

荣时期后（被称为美国的第二个镀金年

代），许多州的法律也变得更灵活，.设

立和运营家族信托也变得更加容易——

富人因此更容易实现其财富规划和传承

的目标。.

2. 家族信托的定义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

称《信托法》）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

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与受托人签订

信托合同，将其财产所有权委托给受

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

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并在指定情

况下由受益人获得收益。而家族信托

是指个人作为委托人，以家庭财富的管

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的信托，受益人

一般为本家庭成员，如图1所示。



拾伍家族财产信托课题研究

937

（三）设立家族信托的原因分

析

1. 财富灵活传承

当一个人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若其突然去世或失去劳动能力，子女及

配偶将面临困境。为了预防该种情况，他

可以设立信托，并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

约定各项条款，包含信托期限、收益分

配条件和方式以及财产处置方式等，如

可约定受益人获取收益的条件：“年满

18岁”、“结婚”、“婚姻变故”、“面临

法律诉讼”等。另外，委托人非常在意家

庭财产能否真正由自己的后代（血亲或

收养的）所继承。当离婚或者去世后未

亡配偶再婚时，财产可能由他人的后代

受益。而设立信托则可保证无论委托人

或其配偶再婚多少次，家族财产受益人

都只能是其子女或其他指定的受益人。.

2. 财产安全隔离

家族信托委托人多是民营企业实际

控制人，现实操作中企业和个人的财产

无法清晰界定。当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

个人资产往往也成为债务追偿的对象。

而信托资产是独立存在的，其名义所有

权属于受托人，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

图 1　家族信托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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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其他财产隔离。因此委托人的任何

变故都不影响信托资产的存在，受益人

是通过享有信托受益权（而不是遗产本

身）获得利益及信托文件指定的管理权

限。这样一方面债权人无权对信托财产

进行追索（除非信托财产为非法所得），

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对家族财富可能产生

的重大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委

托人的家人将财富在短期内挥霍一空。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家族信托，受益人以

外的其他人无法通过法庭判决来争夺

遗产，从而避免了相关法律纠纷。当然要

实现这一点目的，需要提前规划，等到财

产将要被追索或冻结前再设立信托就

会来不及了。.

3. 用信托避税节税

国外的家族信托能够有效避免遗

产税、赠与税等因财富传承所带来的税

收，但是在目前我国现行税制下，对家族

信托暂时没有明确的规定。.

4. 信息严格保密

当家族信托设立后，信托资产的管

理和运用均以受托人的名义进行，除向

监管机构报备以外，委托人没有权利义

务对外界披露信托资产的运营情况。使

用家族信托时，在委托人去世前，财产就

已完成转移，避免了遗产认证的过程。.

5. 跨代信托和家族企业传承

一般家族信托的委托人会为了好几

代人的利益设立信托。巨大的家族财产、

优秀的节税效果以及良好的投资收益，

能够实现几辈人衣食无忧，比如洛克菲

勒家族等。另外，对于有家族企业的人

士来说，更需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高效、

平稳的家族股权转移和管理，并尽量避

免无谓的股权结构变动，防止股权传承

导致不合格股东进入企业。在美国，很

多家族企业都由家族信托经营管理或由

其持有股权，可以保证家族成员对公司

的控制权，实现股权结构的稳定、排除

不合格股东；同时，引入对企业发展有巨

大帮助的外部经理人管理企业事务，实

现家族事业的基业长青。事实上，受益于

家族信托，全球财富500强排行榜上至

少有一半的公司，其最初创始人的后代

仍拥有较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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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信托功能

1. 成员权益保障

在现实操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家族

继承人都有经营家族事业或者打理财富

的能力，所以简单地将家族事业或财产

交予亲人和后人，并不一定能有效保障

他们的生活，一旦继承人无力管理家族

事业就将给家族财富带来较大风险。但

是，家族信托形式可完全规避此风险。

通过聘请外部的优秀管理人来管理企

业，并将家族成员作为受益人，一方面保

证了企业、事业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也

使得家族成员的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2. 财产风险隔离

所谓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指的是

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不受信托期间委

托人所形成的债务的影响。即使委托人

破产，信托财产也不会被清算。家族信

托正是基于这一点，保障委托人所委托

的信托财产不受委托人本身的情况影

响，即使委托人发生事业失败的情况，

信托财产仍然能够为受益人（通常为委

托人的后代子女）持续带来收益，保障

受益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3. 家族财富完整传承

如果家族财富继承过程中一旦出现

两个或以上的继承人时，家族内部就难

免出现争夺企业控制权的问题。而家族

信托的设计能够有效保障家族对于企

业的控制力不受影响。将家族持有的股

权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家族信托以后，

这部分股权是一个有效的整体，无法进

行切割，家族成员可以在达到一定标准

后参与公司的治理，但是无权拆分家族

的股权，这样既保障了家族对企业的控

制力，也让家族成员的利益得到保障。　　

（五）家族信托的社会价值

1. 创富一代继续分享改革红利的

有效保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家族

企业也崛起壮大，在我国经济当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作为中国经济背后的隐

形发动机，为社会发展和市场繁荣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批做出过杰出贡献

的企业家已经由初期的创业打拼步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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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经营的阶段，家族信托作为财富传

承与保障的重要工具，正受到越来越多

民营企业家的关注。通过设立家族信托

可以实现对财富的平稳过渡，让这些企

业家真正能够持续享受改革红利。

2. 创富一代与财富继承二代之间

实现平稳过渡

家族信托也是维系私人财富的稳

定过渡的有效机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财富可以掌握和支配社会资源，甚至可

以对国家经济的运行进行左右，所以财

富传承不仅是摆在富豪们面前的一道难

题，也是关涉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的国家问题。在浙江宁波举行的2009

国际家族企业论坛上，甚至有企业家抛

出“接班不利堪比金融危机”的惊人之

论②。代际传承成为家族企业即将面临

的重大考验。根据全球的经验，90%的

家族企业难以传承至三代。而家族信托

这一特点的法律关系，在家族财富的传

承和保护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海外家族信托发展过程和

      运作模式研究

（一）海外家族信托的发展过程

信托制度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

历史洗礼，现代信托制度表现出鲜明的

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见图2）。

图 2  信托制度发展历程

 ②卢晓亮：《财富传承信托：信托登记制度建立后的私人信托业务》，华宝信托，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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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托制度已经对社会、经济以

及金融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纵观信托

制度发展的历史，可以总结为起源于英国，

充分发展在美国，并在日本得到了创新.③。

1. 古罗马固定信托遗产制度

信托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

当时《罗马法》将外来人、解放自由人排

斥于遗产继承权之外。为避开这样的规

定，罗马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移交给其

信任的第三人，要求为其妻子或子女利

益而代行对遗产的管理和处分，从而在

实际上实现遗产继承权。由此，《罗马法》

在立法上第一次确认了“遗产信托”制

度.④.。

2. 英国开创用益制度

11.世纪的英国，当时人民因对宗教

信仰的虔诚，非常热衷于在自己死后将

土地捐赠给教会等宗教团体，但因此侵

犯了封建诸侯的利益。13世纪英国颁布

了《没收法》，禁止将土地捐赠给教会，

否则一概没收。为规避法律，13.世纪中

期英国教徒将其土地以转让为名而移交

给社会上的某人，实际上却是委托该人

为教会的利益而经营该土地，并将该土

地所产生收益全部交给教会。

3. 美国实现信托产业化⑤ 

17世纪，当时英国殖民者来到美国

时，把英国的法律体系一同带到了美国。

18世纪独立战争胜利为美国的资本主

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使得美国得以高效

率的公司组织形式推广商事信托业务，

开创了法人信托的先河，为现代信托制

度奠定基础。此外，由于早期的家族信

托受相同的法律法规监管，设立家族信

托的方式也较为单一。后来，各州开始

独立立法监管信托业务，一方面，这为

家族信托的发展迎来了一轮新的契机；

另一方面由于各州法律规定各不相同，

③ 朱大旗：《金融信托法》（一），《中国名商法律网》，2005 年 2 月 18 日。

④ 刘金凤，许丹，何燕婷等：《海外信托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一版。

《中国信托产业发展之路——中国信托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总报告》，中国信托业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联合课题组，2013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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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存在冲突，这不利于家族信托长期

稳定健康地发展。因此，2000年国家统

一州法委员会（NCCUSL）终于出台了第

一部全面、详细的信托纲要——《统一

信托条例》（Uniform.Trust.Code,以下

简称UTC）。UTC最大的突破就是将全

美50 个州的信托法律、《信托法重述》

和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各种信托方面的

法律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统一和详细

的文本。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运用默

认原则保持任意性和强行性之间的平

衡，委托人可以自由创设信托关系，同时

列举了涉及信托设立与纠纷处理重大事

宜的例外事项。这一条款为委托人在家

族信托中设立“五花八门”的要求，例如

败家子条款，提供了法律依据。

4. 日本进行信托创新

20世纪初，日本引入英美信托制度，

为解决工业快速发展和资金不足之间的

紧张矛盾，对该项制度进行了诸多创新：

受托经营的信托财产包括资金、有价证

券等动产和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受托

人范围扩大至银行等。

纵观海外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

化浪潮的展开，各国产业化活动的高速

发展，财产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个人财

富的急速积累，信托制度越来越发挥其

巨大的影响，并且在进行着不断的创新。

主要表现为：信托功能的多样化，即从个

人信托的基本职能发展到信托型养老

保险、证券信托、房地产信托等商事信

托职能；信托机构也与其他金融机构的

业务相互交叉，如美国的银行兼营信托

业务，日本的信托机构还可以从事不动产、

证券代理、遗嘱执行等中间业务⑥。.

（二）海外家族信托的运作模式

美国家族信托设立模式如表1所

示。

 ⑥刘金丹，许丹，何燕婷等：《海外信托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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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设立的关键要素

1. 委托人

委托人是信托的创立者，可以是自

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委托人提供财产、

指定和监督受托人管理和运用财产。家

族信托的委托人一般都是自然人。

2. 受托人

信托受托人往往与成立地紧密相连，

选择同一个司法管辖区下的受托人可以

避免司法管辖权交叉带来的问题，如冲

突规范。不过，除了考虑区域，受托人也

有多种不同形式，包括个人、银行受托人、

独立受托人和私人信托公司等。家族资

产规模大的，通常也有自家的会计师和

律师。设立私人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

他们往往会自己派顾问担任受托人的董

事，履行受托人的职责管理家族资产，

例如李嘉诚和刘銮雄的受托人。

3. 受益人

由委托人指定，根据委托人意愿获

得相关资金或收益的分配。委托人在某

些条件下，也可成为受益人。在家族信托

中，受益人通常为委托人近亲属。

4. 投资顾问

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别，家族信托可

名称 内容

QTIPs（qualified.terminable.interest.property） 允许配偶继承时免税，委托人也可以改变受益人

QDOTs（qualified.domestic.trusts） 允许非美国籍的配偶继承时免税

QPRTs（qualified.personal.residence.trusts）
允许委托人赠与时对所赠与资产折价，以便享受税

收优惠

GST（Generation.skipping.tax.Expression） 免除跨代传递税

表 1 美国家族信托设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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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聘请不同的投资顾问打理信托财产，

使信托财产保值增值。投资顾问可以是

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

5. 信托财产

家族信托中可持有的财产没有限制，

只要该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能够被转移，

可持有的资产可以是房产、保单、股票、

家族企业的股权、基金、版权和专利等。

6. 设立地点

选择家族信托的成立地其实就是选

择信托适用的法律。总的来说，英美法

系国家和地区有着更完善的信托法律体

系和实践经验。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

群岛、库克群岛等离岸法域和新加坡等

财富管理中心是多数家族信托钟爱的成

立地，这些地区对于家族信托的法律规

定略有不同。

（1）库克群岛

该岛的国际信托法案在资产保护方

面就比较有利于委托人。例如，针对委

托人的债权人对信托的诉讼，库克群岛

将证明标准从普通的民法标准提高到

了刑法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doubt）。这意味着，排除合

理怀疑要求，只有控诉方提出的证据对

被告人有罪的事实的证明达到无合理怀

疑的确定程度时，陪审团才可以裁判被

告有罪。此外，库克群岛则出于为家族

信托提供特别法案的保护，而要求信托

必须注册，否则不享受保护。不过，这种

注册也只需提供家族信托成立的日期、

信托名称和受托人名称。

（2）新加坡

该国允许在信托中限制受托人的义

务，将其中的投资义务转移给外部的投

资顾问，投资顾问可由委托人指定。新

加坡对受托人的监管也相对严格，例如

有更严格的尽职调查标准以及有相关的

申报要求。

（3）英属维尔京群岛

该岛对受托人持有的公司股权投

资做出特别规定。根据判例规则“谨慎

商人原则”（Prudent.Man.of.Business.

Rule），受托人若持有一个公司，就要关

注该公司的资产价值（某些情况下可能

会出售该资产以降低进一步的损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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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甚至参与公司的事务。而这与某些

委托人的意愿是相矛盾的。例如，某些

委托人希望受托人长期持有家族企业以

达到家族财富传承的目的，其不希望受

托人过多干涉家族企业的运营，更不愿

看到受托人出售家族企业的股权。相应

地，英属维尔京群岛颁布了《维京群岛

特别信托法案》（VISTA）以解决这一问

题。若信托选择适用该法案，则一般而

言，受托人将会被禁止干涉其持有之公司

（BVI公司）的实际运作，公司的具体运

作将交给公司董事。

7. 保护人（Protector）

在基本的信托概念里，只有委托人、

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关系，通常这些人

都处于同一个司法管辖区，委托人与受

托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熟悉度。而当离岸

地逐渐成为主流的信托设立地时，某些

委托人会不放心将资产交予处于另一个

司法管辖区的受托人。为了消除这种疑虑，

离岸地逐渐发展出“保护人”这一角色。

一般来说，保护人的权利包括直接撤换

受托人并指定新的受托人；受托人在行

使部分权力，例如修改契约、改变受益

人或要分配财产时须征得保护人的同意，

或者须在约定期间之前通知保护人上述

情况。不过，在很多国家的信托法下，并

没有对保护人的权利做出具体限定，只

规定在信托关系中可以存在保护人这个

角色，比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

在法律上确立了保护人的地位，但未明

确限定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或者不应拥

有哪些权利。因此，保护人非常有弹性，

信托架构的设计也常常围绕着对保护人

角色的设计展开。

（四）信托的结构

1. 海外家族信托的总体分类

不同的家族企业有不同的治理需求，

因此许多企业家在设立家族信托时，选

择的类型也大不相同。

2. 海外家族信托的总体框架

海外家族信托通常由委托人将其信

托财产（家族企业股权、资产、资金等）

交予受托人（可以是自己控制的信托公

司），受托人按照信托计划的规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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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财产并为受益人的利益服务（见图

3）。家族可以通过信托协议和控股信托

公司两种方式，对信托计划进行双重控

制，从而达到实际控制家族资产的目的。

类型 功能

全权信托.
（Discretionary.Trust）

赋予受托人行使权力的选择权，受托人可以在委托人的意愿指导下自
行决定信托财产的分配方式、财产的管理运作方式等。

固定信托
（Fixed.Trust）

信托契约中通常会对信托财产的分配方式、管理运作方式等做出非常
清晰的规定。

可撤销信托
（Revocable.Trust）

委托人可以随时将信托撤销拿回信托财产。

不可撤销信托
（Irrevocable.Trust）

信托不能随意撤销，资产只能通过分配等方式转移给受益人（委托人
可以作为受益人）。

防挥霍信托（Spendthrift.
Trust)

禁止受益人转让、授予或者处理信托财产，对受益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永久信托（Perpetual.Trust)
信托无期限限制，这对高净值人群很有益，因为他们可能永远免于缴
纳转让税（transfer.tax）。美国直到1980 年左右才逐渐允许设立永久
信托，目前有18个州及哥伦比亚地区允许该类信托存在。

表 2 美国家族信托类型

资 料 来 源：根 据 Barbara Hauser, The use of the Family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 Today, The Amakasu Charitable Trust 2005, 

Lecture 整理。

图 3 海外信托结构



拾伍家族财产信托课题研究

947

三重资产隔离保障如图4所示。 第一、二重隔离：委托人和受托人

图 4 家族信托资产隔离结构图

均与信托资产隔离。英美法系下，信托

财产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受托人，因此与

委托人完全隔离。同时受托人行使的是

受托义务，也与信托资产隔离。

第三重隔离：通过禁止受益人转让

受益权，使得受益人与信托财产隔离，

受益人的债务人不能向受益人主张对该

受益权的权利。这种法律实践已经得到

英美法系的认可，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分

歧。在涉及到以下方面得不到法院支持：

自益信托（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涉及

到儿童抚养费用、税费、侵权案件，超过

现有生活状态的必要支出情况。

（五）案例研究

1. 沃尔玛家族信托案例

沃尔玛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其

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将沃尔玛从一个小

小的杂货铺发展成为国际零售业巨头。

当山姆日渐老去，企业面临传承问题时，

他考虑再三。一方面，他也希望子女可以

延续他的辉煌；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认

识到他的子女们的人生志向并不完全在

家族企业。最终，他决定引入“职业经理

人+家族信托基金”的模式，既可以让

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也可以让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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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参与到企业的最高决策层。

山姆用自己名下约 38%的公司股

份成立了一个家庭合资公司——沃尔顿

企业。他的四名子女分别持有剩余的沃

尔顿企业 20%的股份，山姆夫妇各持

有10%的股份。最后，再设立一个家族

基金会控股沃尔顿企业。事实上，沃尔

顿企业控股沃尔玛，沃尔顿家族和家族

基金会间接持有沃尔玛的股份，从而保

障了家族对沃尔玛的控制权（见图5）。

启示：家族信托设计采用了“家族

委员会+董事会”的双层治理结构。虽

然引入与家族成员无关的职业经理人打

理家族企业，但是家族成员依然保持着

对企业的最高控制权和家族信念。沃尔

顿家族至今为止依然保持着充分沟通、

团结一致的习惯。他们每年召开三次家

族会议，所有沃尔顿家族的人都必须参

加。会议中他们将听取公司高管的第一

手报告，了解公司的各项计划进展情况，

图 5沃尔玛家族信托结构图

形成集体意见反馈给董事会。沃尔玛的

职业经理人大卫·格拉斯曾经公开谈到：

“沃尔顿家族完全可以将公司的股份拆

现，但是他们非常有远见。他们反对增

加分红，认为应该把钱用到企业发展上。”

由此可见，家业长青并不是取决于信托

设计有多么严格，条款有多么复杂和精

密，更多的是取决于家族的团结和远见。

2. 普利兹克家族信托案例

拥有凯悦酒店集团的普利兹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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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最富裕的豪门之一，为了避税，家

族创始人设计了至少1000多个彼此毫

无关联的家族信托来持有家族财产，并

期待这一架构维系的家族财产可以至

少存续到2042 年。1995 年，掌门人杰

伊在家族会议上宣布，将主要采用信托

方式来处理庞大家族财产时，每一个家

族成员均无异议。然而，仅仅6年之后，

普利兹克家族成员就签署了一项秘密协

议，约定在未来的10年内，杰伊指定的

接班人——托马斯等三人将继续经营家

族产业，但会通过出售、上市等方式将家

族的股权逐步变现，并对家族资产进行

分割。

为了避税，普利兹克家族利用大量

家族信托来控制家庭资产，第一代创

始人在1963 年于巴哈马群岛的 New.

Providence创建了1740 个离岸信托，

而这些信托又共同创办了国际清算协会

（ICA）。ICA 通过信托获得收益，而这

些收益又将作为贷款提供给其他信托或

者普利兹克家族的其他公司。这意味着，

信托基金向 ICA借款，再将大部分收益

偿还给 ICA做为贷款利息，于是信托收

益就转换成了资本和资产增值，而信托

的创立人则在不转移信托资产的情况下，

一方面为信托受益人创造了价值，另一

方面也避免了信托资产转移中的赠与税

(见图 6)。

图 6 信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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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尽管普利兹克家族为保护家

族资产而设计了颇为复杂的家族信托，

却反而加速了其家族的分崩离析，究其

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忽视子女个性和兴趣。杰伊

的大儿子托马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一

直对佛教研究很有兴趣，但是仍被父亲

选定从商继承家族事业。由于托马斯对

经商兴趣有限，大量私自占有家族资产，

为后来其他成员“逼宫”埋下隐患；同时

因为性格懦弱，使得其在面临“逼宫”时

选择退让，同意平分家产。

第二，信托设计存在隐患。信托设

计了“促进法”激励体制，实际上为家族

成员占有家族资产提供了渠道。对为企

业拉来大宗业务的人员进行奖励，这一

激励措施使得托马斯等三人获得了超过

5亿美元的额外报酬，而其他许多家族

持股人也同样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了不

菲的回报。此外，信托设计的目的错误。

普利兹克家族设计信托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避税，而忽视了信托设计的核心作用

是为了集中股权和家族传承。此类复杂

的信托设计，缺乏监督体制，使得家族

成员不清楚家族资产情况，也为托马斯

私自侵吞家产提供了便利。

总之，要实现基业长青，光靠复杂

的信托方案并不够，更需要清晰的目标，

合理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高度统

一的家族精神。

三、探索中国家族信托的治

     理结构

目前，中国可以探索的家族信托与

国际上通行的家族信托具有较大的不

同，主要体现在信托财产的种类、受托

人、监管要求等方面，结合上文中阐述的

海外家族信托的经验，以及我国信托行

业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一种较为适

合目前信托行业探索的家族信托治理结

构。

（一）家族信托的基本架构

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将信托财产委

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设立家族信托，

委托人发起设立家族信托委员会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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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决策权后，家族信托委员会成

为家族信托的重大事件决策机构。委托

人可以聘请信托监察人，负责对受托人

的尽职情况进行监督。受托人依据委托

人或委托人授权主体的指令管理运用

信托财产、获得信托报酬、向受益人分

配信托收益（见图7）。

图 7 我国家族信托治理结构

（二）家族信托治理结构中角

色设置

1. 家族信托委托人

家族信托的委托人是指根据《信托

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将信托财产委托

给受托人的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法人。

如果同一信托的委托人为多个自然人，

这些自然人之间应具有民法上的亲属关

系。家族信托的委托人依法享有相应的

权利，同时需履行相应的义务。

2. 家族信托委员会

（1）家族信托委员会设立的原因

由于家族信托往往涉及到整个家族

成员的利益，对于信托财产的安全性、

信托财产处置的谨慎性方面都有较高的

要求，因此参照国外的经验，设计了家族

信托委员会作为家族信托的日常决策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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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族信托委员会的定义

家族信托委员会是指经委托人授

权的由委托人指定成员组成的家族信托

管理决策机构。成员主要可包含家族成

员、律师、审计师、社会贤达人士等数名。

委托人可授权家族信托委员会的职责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遴选信托受益人、分配

信托利益、更换或续聘受托人、处置信

托财产、指定投资决策等。家族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就是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授

权委托以及信托合同的相关要求对信托

的各个事项做出决策。

3. 家族信托受托人

根据目前《信托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为国

内依法成立的信托公司。受托人需按照

《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受托职责，

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

管理，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

务。

4. 家族信托受益人

家族信托的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

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

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委托人

可以是受益人，但不能是家族信托的唯

一受益人。

5. 家族信托监察人

（1）家族信托监察人设立的原因

家族信托监察人的设立一方面是借

鉴了上文中提到的海外家族信托设立“保

护人”角色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我

国的信托行业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至

今大约 30 年时间，近5年才真正实现

飞速发展。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创业、经

营的时间可能都会长于30 年。为了充

分保障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敦促受

托人尽到受托责任，在家族信托治理结

构中引入了监察人的概念。

（2）家族信托监察人的定义

家族信托监察人是指经由委托人

指定的、依据信托文件的规定保全信托

受益权、监督受托人管理信托事物的自

然人或法人。信托监察人在取得委托人

授权后可以定期检查信托的相关账目、

查阅信托管理报告，并向委托人反馈意

见。信托监察人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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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适当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分配信托

利益，促使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

管理信托事物。家族信托监察人一般可

以由委托人指定的律师担任。

（三）家族信托的决策机制

家族信托的重大决策均由委托人或

委托人授权的家族委员会做出，受托人

依据指令和信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对信

托财产进行管理、分配信托收益。在此

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下集中决策方式。

1. 受托人根据委托人指令进行决策

对于信托财产的运用指令均由委托

人直接发出，受托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

指令运用信托财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

运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损益承担相应的

责任。.

2. 委托人框定信托财产的运用范

围，全权委托受托人进行决策

受托人在委托人指定的范围内运用

信托财产。受托人必须秉持严谨、诚实

的原则运用信托财产，并承担相应的风

险，对信托财产运用中产生的损益承担

相应的责任。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委

托人可以设定信托财产的投资范围，各

类投资资产所占比率等。

3. 委托人指定第三人行使委托人

决策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由委托人授

权的第三方代为行使决策权，第三方主

要指家族信托委员会、投资顾问等取得

委托人授权的自然人或法人。被授权第

三方就信托财产运用过程中产生的损益

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我国开展家族财产信托所面

      临的法律、政策瓶颈及建议

随着私人产权承认与保护的加强，

以及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和财富的快速增

长，管理和传承个人及家族财产成为现

实需求。

信托在家族财富管理方面有很大

的运用空间。委托人多是富裕人士及其

家族，他们对管理和传承财产比中产阶

级看得更重。然而，在我国开展财产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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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业务的困难还主要集中在财产信托

登记制度的缺失和税收政策不明确等方

面。本文将就此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并

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建立完善财产信托登记

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条

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

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由此可见，在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需要

公示。所谓信托公示，就是指通过一定

的方式将有关财产已设立信托的事实向

社会公众公布，以保证第三方的交易安

全和交易效率，确保第三方免受无谓的

损失，从而平衡委托人、受益人和第三

方的利益关系。法律规定，应当按规定

进行信托登记而没有进行信托登记的，

信托无效。无效信托的财产自然不得对

抗第三人。.

信托财产及信托关系以一定方式公

开披露，这是基于信托关系的特殊性和

信托财产的独特性而确立的信托原则。

1. 明确财产信托登记内容

根据信托的原理，信托关系的成立

必然伴随着财产权的转移，而我们对信

托公示的要求也正是基于这种移转所带

来的问题，我国《信托法》第十条规定的

信托登记的范围除了需要登记的不动产

物权，还包括需要注册的商标权、专利权

及注册权等。对于有价证券，应当在证

券上载明为信托财产，有价证券是股票、

公司债券的，分别应当在股东名册、公司

债券存根上载明为信托财产。

2. 明确信托登记的主体

对于登记申请人，信托财产从委托

人名下转移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和受

托人应同为登记申请人。因为虽然信托

设立后，委托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原

则上已退出了信托关系，但是信托法将

进行信托登记作为信托生效的法律要

件，那么该信托设立后是否产生法律效

力处于待定的状态。如果由于信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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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瑕疵等情形登记不成，影响信托效

力，将有可能损害受托人、受益人和 / 或

第三方的利益。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同为

登记申请人，共同承担信托登记产生的

法律后果。

3. 完善财产信托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条

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

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

这类规定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在相关

法律法规中对股权登记和不动产登记并

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登记

机关对于登记人提出的申请无法应答。

同时，《信托法》中对信托财产登记进行

了概况性的规定，但是缺乏必要的解释

细则和具体实施的配套规定，导致股权

信托登记在实践中开展不下去。

4. 改善信托公示方式的单一性

目前，我国在信托的公示登记方面，

只规定了登记一种方式，这就使得在理

论上存在逻辑不周圆的问题，在实践中

容易给交易的安全性带来威胁。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以信托财产设立信托的

情形日益增多，而我国《信托法》中又没

有规定股权信托和不动产信托的公示方

式，存在立法上的严重缺陷，造成股权

信托当事人在办理业务时面对问题找不

到合法依据的现象出现，无法保障收益

人和委托人的利益。

5. 统一登记机构和明确其职能

设置

关于信托登记机构，在未来信托制

度完善时应建立一个统一的登记机构。

但目前信托登记是基于财产属性确定登

记机关，如信托财产为房地产的，由房地

产管理机关担任信托登记机关；信托财

产为运输设备的，由公安机关为运输工

具的信托登记机关；信托财产为非上市

公司股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信托

登记机关；信托财产为上市公司股权的，

证券交易所为信托登记机关。设立新机

构会导致原有的登记系统震荡，特别是

在物权登记机关尚不统一，信托登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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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变更登记又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

另立登记机构会与现行各有关登记机构

和相关登记制度发生冲突。所以，沿用

现有登记机构负责信托登记，是一个比

较现实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希望看到

综合性的专业化的信托登记机构，能够

满足新型信托制度应用于资本项目。

目前，我国有一家进行信托登记的

机构，就是上海信托登记中心。该中心

成立于2006 年 6月21日，是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首

家信托登记机构。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对

信托的登记分为两部分：信托信息的登

记和信托财产的登记，其中信托信息的

登记包括受托人名称、信托资金的用途、

信托计划的规模、受益人的个数、信托

的起止时间等，对信托信息登记的条件

是受托人提交了中心规定的全部文件且

文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托

财产的登记包括有权属财产的登记和无

权属财产的登记。无权属的财产即为其

转移不需要进行登记的财产；有权属的

财产即为其转移需要进行登记的财产。

对有权属财产的登记需要受托人提供

权属人为受托人的权属证明。

从实践中看，上海信托登记中心作

为信托登记机构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

是其登记的效力，其登记是否能够被确

认为《信托法》第十条所规定的信托登

记；二是对财产的登记应当实现与相关

登记部门的对接，其对财产的信托登记

没有取得相关登记部门的认可，因此，即

使受托人到中心办理登记，也首先必须

在相关财产登记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对

信托当事人而言，意义不大，而且增加了

登记的环节。因此，可以从信托登记目的

出发，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确定或设

立信托登记部门。

然而，如果新设机构单独进行信托

登记，而不在已有的权属登记机构办理

任何手续，将出现“一物双重权属”现象：

在信托登记机关，财产权属人为受托人，

受托人有权对财产进行处置；在权属登

记机关，财产权属人为委托人，委托人

有权对财产进行处置。要避免出现“一

物双重权属”的现象，受托人必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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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登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仅环节

增多，而且在权属登记部门并不显示权

属的信托性质，权属人对财产的权利是

否存在限制，仅依靠权属登记部门登记

的内容无从知晓，交易的对方还必须到

信托登记部门查询涉及的财产是权属人

固有的财产还是其管理的信托财产才能

最终确定。因此，从保障交易安全而且

便利当事人的角度而言，信托登记部门

与权属登记部门合二为一更为适宜。.

但是，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权属

登记部门并未统一，而是根据财产性质

的不同，分别由不同的管理部门行使权

属登记的职能。对信托财产的权属和权

属性质的登记，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属的

登记。因此，赋予这些权属登记部门一

项新的职能——信托登记，与权属登记

的职能并不相悖，也是可行的。对权属

登记部门来说，只在权属性质上注明“信

托”字样即可，但对信托当事方以及交

易的其他方来说，不仅设立信托便利，查

询也便利。.

（二）完善我国财产信托税制

我国没有建立与信托相配套的税收

制度。就股权信托而言，由于我国现行

的股权登记制度没有对股权信托登记做

出规定，造成股权信托登记业务无法受

理，制度的不配套大大降低了家族企业

家设立股权信托的动力。

1. 明确信托所得纳税主体

在整个信托活动中，信托活动涉及

到三方主体：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

我国目前的信托所得纳税主体并不明确，

在信托的不同环节既有对受益人课税的，

又有对受托人课税的，还有对受益人和

受托人同时课税的情况发生，这就导致

信托活动中多个纳税人都要承担信托所

得纳税义务的局面，致使他们税负过重。

事实上，信托财产产生的收益并不属于

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它最终通过信托这个

“管道”分配给信托受益人，因此，信托

活动最终的受益人是信托关系中的受益

人。此外，我国规定信托财产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但并不意味着它具有独立的法

律人格，若在征纳所得税时将其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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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单独的纳税主体，需要对我国传统的

法律做出相应的修改，增大了税收征管

的难度。建议我国应该在信托所得税收

制度中坚持以实际受益人为纳税主体。

2. 避免信托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的根源在于双重所有权原

则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我国现行

税收制度仍对信托实行与其他经济活动

相同的税收政策，未针对信托财产所有

权与受益权分离的特点设计专门的税收

制度，从而在设计信托的营业税，获得

收益的个人所得税，房产转让的房产税，

股权转让的印花税、增值税等的征收方

面产生了大量的重复征税现象。这些税

收大大降低了个人资产大部分为非现金

持有的高净值人群设立信托的热情，也

为推进家族信托设立不少的障碍。因此

建议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出台一些税收优

惠政策，避免二次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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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国外 FOF的发展概况以及内地市场FOF的情况，对比显示，内地市

场FOF目前比较落后，但发展空间较大。信托公司发展FOF对于未来加强主动型信

托产品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内地基金市场实际情况设计了未来信托公司可

能发行的 FOF，以资产类别、主题、风险和时间等设计了不同的 FOF，并对每一类产

品的特点予以说明。最后，本文对FOF的投资流程予以完整的叙述，包括建立基金池，

筛选出合适的基金；制定投资目标，投资范围，选择合适的比较基准；投资决策的制定

和投资；绩效分析和反馈；组合调整。本文旨在为将来信托公司开展FOF业务提供

借鉴。

关键词：信托  FOF  理财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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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市场上 FOF 概况

FOF（Fund.of.Funds）即基金中的

基金，是一种以基金为投资标的的基金。

通过对子基金的优选以及不同基金的

组合配置达到分散风险、提高收益的目

的。FOF可以分为公募基金（共同基金）

FOF，私募股权FOF、对冲基金FOF等，

本文中所指的FOF为公募基金 FOF，即

投资标的为市场上的普通公募基金。

（一）国外 FOF 分析

1. 规模发展

国外最早的 FOF在 20 世纪70 年

代就有发行，但当时发行的基本均为基

金公司自身旗下基金的 FOF，且发行数

量很少，主要由于当时对于这类FOF更

多是出于营销的考虑，在收益、风险、客

户定位方面做得并不好，且当时共同基

金数量也并不多，FOF的组合标的较少。

随着基金业的快速发展，FOF在 20 世

纪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

以基金业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为例

（见图1），FOF 基金的数量从1997

年的 94个增加到2011年的1047个，

资产管理规模从 210 亿美元增加至

10480 亿美元，个数和规模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分别为17.4%和 29.8%。

资料来源：ICI。

图 1  美国 FOF 资产与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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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FOF占共同基金的比例看，该比

例在1997年至 2011年期间不断上升，

其增速远高于共同基金。在1997年，

FOF资产和个数占共同基金的比例仅为

0.47%和1.41%，到了2011年，这一比

例已经达到了9.02%和13.71%。

2. 类型

从共同基金 FOF 来看，一共有 8

种不同的大类（见图 2），按照管理规

模的大小分布，全球共同基金 FOF中

有4类的规模较大，依次分别是混合型

FOF（占比 51.3%）、股票型 FOF（占比

25.0%）、另类投资FOF（占比10.7%）、

债券型FOF（9.2%）。其余 FOF类型还

有货币型、商品型、可转换证券型、不动

产型等。

混合投资
FOF51.3%

股票FOF
FOF25.0%

另类投资
FOF10.7%

资料来源：晨星。

图 2  全球共同基金 FOF 分布

FOF 根据发行人的不同，还可以

分为外部 FOF和内部 FOF。所谓外部

FOF，即 FOF的管理人和投资标的中子

基金的管理人是不同的，而内部 FOF的

管理人和子基金的管理人是同一个，最

典型的如先锋基金旗下的内部FOF。

从占比分布看，内部 FOF的比例明

显要高于外部 FOF，如美国市场上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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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F的比例为73%，外部 FOF为27%

（见图 3）。内部 FOF需要基金公司本

身有大量基金存在，以美国为例，一些

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发行了几百只基金，

尤其是一些以指数型基金为主的公司，

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进行 FOF

的投资。

内部 FOF大量存在和美国市场基

金市场的精确定位有很大关系，从图4

中显示的比例可以看出，内部 FOF中有

42%为目标日期型，36%为目标风险型。

所谓目标日期型FOF，即 FOF有一

个目标日期，如 2030 年，那么该 FOF

的风险收益特征会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

资料来源：晨星。

图 3  美国内部和外部 FOF 占比

资料来源：晨星。

图 4  美国内部 FOF 类型占比

而逐渐降低，初始时该 FOF主要配置

权益类资产，随后逐步增加固定收益资

产的比例，到2030 年时该 FOF 就变成

了一只准固定收益基金。

目标日期型 FOF的发展和养老金

投资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自身的退休时

间，客户只要选择和退休时间相近的目

标日期基金，既可以在投资初期获取较

高的权益类资产回报，又可以在日期不

断临近时降低投资风险，最终变成低风

险的固定收益基金。这种一站式的基金

投资在美国获得了大量投资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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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美国先锋基金公司的目标

日期 FOF 资产配置，当目标日期距离

现在的时间较长时，FOF 中的高风险

资产如美国股票和国际股票占比较高。

在距离目标日期 25 年到 45 年之间的

区间，高风险资产的比例是不变的；

25 年之后，随着日期缩短，这类高风

险资产的比例逐渐降低，债券和现金

的比重加大；在到达目标日期后，权益

类资产的比例已经降至 50%以下，随

后 7年逐步下降至 30%以下，成为准

固定收益基金，保障投资者退休后的

需要。

目标风险FOF将 FOF的风险划分

为不同等级，提供给不同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者。以美国世纪投资管理公司旗

下的目标风险FOF为例，按照风险从低

到高一共分为5类，依次是非常保守型、

资料来源：先锋基金公司。

图 5  先锋基金公司目标日期 FOF 资产配置

保守型、中性型、激进型和非常激进型。

这5类风险不同的FOF共用一个基金池，

主要区别在于子基金大类的配置比例。

如图 6所示，从非常保守到非常激进型

FOF中配置的股票基金比例为25%、

45%、64%、79%和 96%。这类 FOF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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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为不同投资者提供满

足自身风险匹配的产品，并且由于共用

基金池，对于管理人而言增加不同风险

等级的FOF成本并不高。

3. 费率

FOF的费率主要包含了申赎费率、

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分销费、投资者服

务费等。美国基金整体的费率较低，如

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费率在2010 年后一

直低于1%，而中国内地基金公司同类基

金则为1.5%。从 FOF 费率上看，总费

率中包含了除申赎费以外的费率，如表

1中晨星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球

FOF的总费率为1.26%，美国则略，低为

1.19%。从美国 FOF的分项看，主流的

混合型、股票型、债券型和另类型的总费

率分别为1.08%、1.55%、1.16%和2.24%。

总费率 管理费率

全球 FOF 1.26 1.08

美国 FOF 1.19 0.29

混合型 1.08 0.22

另类型 2.24 0.83

商品型 1.98 1.05

股票型 1.55 0.45

债券型 1.16 0.38

表1..美国 FOF 费率（%）

数据来源：根据晨星数据整理（2010 年）。

资料来源：美国世纪投资管理公司。

图 6  美国世纪投资管理公司目标风险 FOF 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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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绩表现

表 2列出了美国 FOF和共同基金

从2005年到2012年的业绩对比，从美

国各类型 FOF与共同基金的业绩对比

看，混合型、股票型、债券型三类产品大

多数年份两者的差距在1%左右，仅有

少数年份相差较大，而另类投资型FOF

和同类别共同基金的差距往往较大。单

从业绩角度，FOF的优势并不明显，如

混合型 FOF在 2012 年上涨11.3%，好

于同类基金的10.5%，但是在2011年混

合型 FOF 下跌了11.5%，而同类基金仅

下跌10.8%。又如债券型FOF，在 2011

年优于债券基金，但是在 2012 年则大

分类 混合型 另类投资 股票型 债券型

2005 FOF 6.6 5.8 11.0 3.3

共同基金 6.2 8.2 13.2 3.0

2006 FOF 11.8 10.0 17.6 7.0

共同基金 13.0 2.7 17.2 5.9

2007 FOF 7.0 5.9 9.4 4.9

共同基金 6.6 9.7 10.9 4.1

2008 FOF -27.9 -17.8 -39.3 -10.0

共同基金 -31.7 -2.6 -37.3 -12.2

2009 FOF 25.8 15.9 32.2 20.4

共同基金 26.9 1.2 35.9 22.2

2010 FOF 12.6 7.5 15.8 8.1

共同基金 12.7 -0.9 16.9 8.2

2011 FOF -11.5 —— -18.7 2.0

共同基金 -10.8 -9.2 -18.1 0.4

2012 FOF 11.3 7.8 14.7 2.3

共同基金 10.5 8.8 14.7 7.4

表 2..美国 FOF与共同基金业绩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晨星和彭博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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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跑输。

FOF更大的优势在于其波动率较小，

因此在业绩相近的情况下有更高的夏普

值。以著名基金研究公司晨星在 2010

年发布的数据看（见表 3），4 类主要

FOF的1年、3年、5年夏普值基本上均

优于同类型共同基金的夏普值。以混合

型为例，FOF在1年、3年、5年的夏普

值分别为1.22、0.27和 0.16，而共同基

金的夏普值分别为1.16、0.21和 0.11。

FOF在共同基金的基础上创造出了

更优的夏普值，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

选择。

表4..券商 FOF与总规模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总规模（亿） FOF 规模（亿） 占比 总数量 FOF 数量 占比

2008 年 416.1 110.1 26.5% 48 13 27.1%

2009 年 962.1 193.7 20.1% 89 17 19.1%

2010 年 1,160.9 237.7 20.5% 187 36 19.3%

2011年 1,264.6 202.0 16.0% 284 43 15.1%

2012 年 1,526.1 164.5 10.8% 466 42 9.0%

2013 年上半年 3,179.3 156.5 4.9% 1219 40 3.3%

类型 FOF 共同基金

1年夏普值 3 年夏普值 5 年夏普值 1年夏普值 3 年夏普值 5 年夏普值

混合型 1.22 0.27 0.16 1.16 0.21 0.11

另类型 0.68 —— —— 0.1 —— ——

股票型 0.92 0.1 0.04 0.89 0.22 0.15

债券型 1.19 0.93 0.6 1.12 0.86 0.58

表 3..FOF与共同基金夏普值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晨星数据整理（截至 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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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地市场 FOF 分析

相比国外 FOF 种类繁多，中国内

地市场 FOF虽然也有多年的发展，如

2006年就有券商推出类似产品，随后银

行也发行了数个基金宝产品，但是目前

无论从实际占比还是类型上都和国外相

差甚远。

目前市场上的 FOF主要由四类机

构提供，分别是券商、银行、基金公司和

私募基金。这类FOF的定义是其投资基

金的比例不低于 60%，按照投资基金的

种类又可以分为偏股型、平衡型和偏债

型。保险公司虽然在部分产品的内部运

作上也是投资基金，但是其本质仍然是

保险产品。以下就对这四类机构的FOF

进行分析。

1. 券商 FOF

券商 FOF 是目前所有机构中数量

最多、对外披露最完整的。截至 2013年

6月，市场上共有40 个券商 FOF，总规

模为156 亿元，相对公募基金 2.6万亿

元的规模而言占比还不到1%。

券商 FOF最早于2006 年发行，首

只产品为国信证券发行的金理财经典组

合，随后有多家券商发行 FOF，但是券

商 FOF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高开低走

的趋势。如表4所示，在 2008 年，券商

FOF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10 亿元，数量

为13个，规模和数量占比均超四分之一。

接下来的几年，券商FOF规模和数量虽

然有所增长，但是增速远低于券商资管

产品的平均水平，占比也逐渐下降。截至

2013年 6月底，FOF的规模仅占所有券

商主动型资产管理产品的5%左右。

券商FOF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偏股

型、平衡型以及偏债型。根据三类 FOF

自身的特点和公募基金中同类型产品的

业绩和波动性进行对比，比较基准是同

类型公募基金的平均业绩和波动率。除

偏债型数据为2010年7月至 2013年 6

月之外，其余数据的时间均为2008年1

月至2013年6月，采用季度频率，“胜率”

表示该类 FOF 季度战胜比较基准的概

率。

从表 5中所示的偏股型 FOF的业

绩看，其累计收益为-35%，而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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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25%，虽然 FOF的波动率低于比

较基准，但是业绩明显较差，胜率也仅

有36%，因此券商偏股型 FOF的投资

效果并不理想。

表 6和表7列出了平衡型及偏债型

FOF的业绩，也都差于比较基准，尤其

是偏债型，基准收益为6%，而 FOF的

累计收益则是亏损了22%。虽然从波动

性上看FOF确实较小，但是在负收益的

情况下也并无实际意义。从胜率上看，

平衡型 FOF比较接近50%，而偏债型

FOF仅为25%。

总结券商资管的FOF表现，在过去

的几年中确实比较差，没有体现出优选

基金和强化大类资产配置能力的特点。

表 8 列出了从 2008 年到 2012 年

券商FOF的持仓情况，虽然基金的占比

基本均在60%以上，但是从没有超过

70%，反而股票的比例多数时候在10%

以上，因此券商FOF从这一点上看更像

是一个混合型的投资产品，并不是纯粹

的FOF基金。

从表 9所示的前五大基金来看，券

商FOF 偏好交易型的基金，如ETF，配

以少量的主动管理型基金。由于过去几

年交易型基金的数量较少，因此限制了

偏股 FOF 比较基准

累计收益 -35% -25%

波动率 21% 23%

胜率 36% —

表 5..偏股型 FOF业绩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

平衡 FOF 比较基准

累计收益 -32% -28%

波动率 16% 20%

胜率 45% —

表 6..平衡型 FOF业绩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

偏股 FOF 比较基准

累计收益 -22% 6%

波动率 7% 10%

胜率 25% —

表 7..偏债型 FOF业绩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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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F的发挥，随着产品类型的增加，未

来FOF的投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从券商FOF的收费情况看，偏股型

产品的管理费为1.2%到1.5%，平衡型

在1%左右，偏债型在0.6%到 0.8%，

所有产品的托管费都在0.2%左右，申

赎费用按最小金额申购时为1.5%（可以

打折优惠），赎回时往往按照年限，一般

超过一年以上较低（0.2%）或者没有费

用。一般这类券商产品的最低认购金额

为10万元起，追加投资以1万元起。开

放时间往往是月度或者季度，资金到账

时间在7个工作日内。

2. 银行 FOF

银行 FOF推出的时间较早，最早可

追溯至 2007年，由于银行本身对于资

2008 年年末 2009 年年末 2010 年年末 2011 年年末 2012 年年末

基金 68.1 68.0 59.5 63.6 62.0

现金 20.2 15.7 17.5 12.3 10.8

股票 9.8 15.0 18.6 12.8 14.4

债券 1.5 0.9 1.8 1.9 4.7

其他 0.3 0.3 2.6 9.3 8.1

表 8..券商 FOF 持仓 (%)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2008 年年末 2009 年年末 2010 年年末 2011 年年末 2012 年年末

华安宏利 易方达上证50 华夏上证 50ETF 华夏上证 50ET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华夏红利 华夏上证50ETF 华安上证180ETF 华安上证180ETF 华夏上证 50ETF

汇添富增强收益 A 华安上证180ETF 华安现金富利 B 易方达深证100ETF 易方达深证100ETF

交银增利债券 A 易方达深证100ETF 东吴价值成长 华安现金富利 B 国泰货币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 泰达宏利货币 银华货币B 华宝兴业货币B 华安上证180ETF

表 9..券商 FOF 前五大基金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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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投资尤其是基金投资方面并不具

备专业的能力，因此往往会聘请外部的

投资顾问，如券商和基金公司。银行系

的FOF基本以偏股型为主，费率和券商

类似。

从表10中银行系FOF的业绩表现

看，大幅好于比较基准，并且波动率也较

低，体现出了FOF 优选基金的能力。银

行系FOF和券商 FOF主要的区别在于

银行FOF的投资标的更为纯正，基本上

全部为基金，不会涉及到股票。此外，银

行FOF也不会刻意去认购一些新基金，

而券商则可能因为分仓的考虑会在新基

金发行时认购，而新基金往往有一个建

仓时间，并且基金经理的能力也有待观

察，业绩不确定性强。因此，银行系FOF

在以上几点均优于券商FOF。

3. 基金公司 FOF

旧版的《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规定，基金公司发行的投资于内地市场

的基金不被允许投资其他基金。因此，

长期以来，FOF 仅存在于公募基金公

司的两类产品中：一类是 QDII 基金的

FOF，另一类是基金公司的专户。

基金公司发行QDII-FOF主要基于

以下三点考虑：第一点是获取海外投资

的收益，海外的基金中主动型不乏业绩

优异者，被动型则种类繁多，基本覆盖了

所有的大类，通过投资海外基金获取收

益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第二点是因为海

外资产的复杂性，以股票为例，上市公司

众多，内地基金公司难以像投资A 股一

样去把握，因此通过基金间接参与海外

股市是更好的选择。第三点是因为通过

基金投资部分资产比直接投资资产本身

更方便，如房地产信托基金、商品ETF、

上市对冲基金份额等，或者基金本身的

风险收益特征变化和基础资产的属性不

同，如一些结构化基金。截至2012年年末，

QDII 基金中有26.7%是 FOF类型。本

银行 FOF 比较基准

累计收益 -11% -25%

波动率 16% 23%

胜率 64% —

表10..银行 FOF业绩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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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讨论的 FOF投资标的为内地基金

公司发行的基金，但是随着资本自由化，

未来诸如信托等其他机构也将大量参与

到全球市场的投资，通过投资海外基金

的方式发行适合国内投资者的产品是比

较好的发展途径。

基金公司专户主要发行“一对一”或

者“一对多”产品，即针对少数高净值投

资者发行的类私募产品，FOF是其中的

一类产品。专户产品不受公募条款的限制，

投资比较灵活。这类专户主要投资场内

的封闭式基金，配以少量的开放式基金，

开放式基金一般以本公司发行的产品为

主。由于专户产品的净值并不对外公布，

在此不再作过多的分析。.

4. 私募基金 FOF

一直以来，私募基金公司以发行主

动管理的股票型私募产品为主，FOF并

非发行的主流，目前仅有少数几家公司

发行，如弘酬投资管理公司、基玉投资管

理公司。

私募 FOF的结构和费率等和券商

FOF基本一致。此外，如果有超额业绩，

私募FOF一般还会有20%的提成。

从表11中私募FOF的业绩表现看，

不如比较基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样本较少，仅有3个，代表性不强；

二是私募在投资基金的同时也会涉及到

投资股票，和券商FOF有类似的问题。

和前几类 FOF一样，私募 FOF的波动

率也小于比较基准。

总结以上各类型的FOF可以看出，

除了银行 FOF的表现好于比较基准之

外，其余机构发行的FOF都差于基准，

但是所有FOF的波动率均是小于比较

基准的，从这一点上看，FOF的风险确

实较小，但是整体的投资能力还有待加

强。

私募 FOF 比较基准

累计收益 -20% 0%

波动率 13% 17%

胜率 31% —

表11..私募 FOF业绩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09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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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公司发展 FOF 意义

信托公司发展 FOF 有以下五点意

义。

1. 完善主动管理产品线，开展差

异化竞争

主动管理型产品是未来信托公司产

品发展的方向，主动型产品之一就是基

金化的信托。目前信托公司利用制度红

利发行了大量的通道类和融资类信托，

迅速扩大了规模，但是这些业务未来无

法长久获取稳定的收益。尤其是通道类

业务，本身的技术含量很低，加上券商

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外部机构也纷纷开

展这类业务，几乎没有利润可言。融资

类信托虽然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但是

也已经逐年降低，可以作为常规业务开

展，但其规模上升的空间不大。

在海外，FOF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

多元化的产品体系，涵盖了股票、债券、

货币、另类投资、商品等各个领域，国内

产品在发行时也可以借鉴，具体的产品

可详见第二章节的内容。

FOF作为基金投资的组合，其风险

和收益略低于同类型的基金，但是风险

调整后其收益则高于同类基金，在产品

线中有一席之地。目前信托公司开展的

投资类信托中，主要还是以股票型为主，

和公募基金比较雷同。发展 FOF 可以

开展差异化竞争。

2. 其他机构已发行 FOF 业绩不佳

带来机会

前文的分析显示，目前国内大部分

开展 FOF业务的机构业绩不佳，说明

目前这些管理人对于基金投资的方法

和逻辑掌握得并不充分，就给未来其

他机构开展这类业务带来了空间。

业绩不佳的原因，一方面和国内市

场长期以股票投资为主造成的惯性思维

有关，基金投资需要另外的思考角度；另

一方面也因为以前基金产品并不多，可选

择的标的较少，但是目前这一点已经不成

问题，基金产品涵盖了大部分的投资范

围，新型的结构化基金等产品也层出不

穷。

就信托公司而言，虽然发展FO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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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比券商等机构晚，但是鉴于之前机

构的 FOF业绩并不理想，“后发”并不

会有明显的劣势。相反，可以通过借鉴之

前FOF失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加以完

善总结，发展出适合国内资本市场实际

情况的FOF。

此外，目前基金已经超过1300只，

并且每年新增400只以上，而且产品创

新的力度较大，都为日后信托公司发展

FOF奠定了基础。

3. 信托公司发展 FOF 限制较少

从FOF发行的机构看，除信托公司

之外，主要还有券商、基金公司、银行、

保险、私募，比较而言，信托公司更有自

身的优势。

具体来说，券商虽然已经发行了不

少FOF，但是大部分业绩不佳，对品牌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想继续发展

有一定的难度，而信托公司则没有这方

面的负担。此外，券商在投资基金时往

往会涉及到该基金公司是否在它那里分

仓，有一定的利害冲突，并不一定能选择

最佳的投资标的，信托公司则没有这方

面隐忧。

基金公司之前并不能发行投资内

地公募基金的 FOF，2013 年新基金法

之后，基金公司是可以发行这类产品的。

预计内地公募 FOF 会以两种方式存

在：一种是内部 FOF，整合自身旗下的

基金；另一种是投资交易型的产品和被

动产品。其他公司的主动型基金并不会

在 FOF之中，主要原因是投资其他公

司的主动型基金有损于基金公司同类

产品的声誉，基金公司普遍有很大的顾

虑，而且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他

公司的规模。交易型 FOF以指数 ETF

为主，虽然在美国市场众多基金公司

发行的 FOF均是以指数型为主，但和

它们旗下有数百个指数基金有关，内地

基金公司尚无此能力。因此，基金公司

发行的 FOF往往无法真正整合市场上

所有的优质基金。相对来说，信托公司

可以投资任何基金，优势非常明显。

银行 FOF的实际管理人往往是外

部其他机构，因此并无实际的核心竞争

力，更多地体现了渠道的作用，而信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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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 FOF由自身投研团队管理，可以形

成核心竞争力。

保险机构发行的类 FOF往往以投

连险的形式存在，因为兼具保险的作用，

所以在费率上高于普通FOF。从纯投资

的角度看，信托的FOF更优。

私募基金公司发行 FOF属于小众

市场，仅有几家机构发行，并且倾向于投

资高风险的基金，产品比较单一。而信

托公司则可以推出完整的产品线，具备

更强的竞争力。

4. 高净值人士和机构客户有 FOF

的需求

信托产品的最低投资门槛较高，一

般以100万元为下限。因此，信托产品

更适合高净值人士和机构客户。以高净

值人士为例，根据国民信托的调查，他

们普遍希望有一款一站式理财的产品，

FOF 就比较合适。因为如果单纯投资基

金，仍然需要实时调整各类资产的配置

以及更换基金组合，投资FOF则可以交

给管理人负责所有事务。

从海外的经验看，机构客户尤其是

养老金客户是FOF的主要投资者之一，

目前国内养老金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

未来需求会持续上升，FOF的空间也相

应较大。

从目前市场上的产品看，虽然各类

理财产品、基金等较多，但是往往存在

传统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过低、基金等

波动较大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基

金已经超过1300只，投资的难度也是

比较大的。传统的类固定收益信托虽然

收益率较高，但是流动性很差，并且随着

未来刚性兑付的打破，这一收益也并不

能保证。投资者迫切需要一类风险较为

清晰、在一定风险程度下收益更高的产

品，FOF就符合这种特征。

5. 信托公司通过发展 FOF 整合市

场产品资源

信托公司向财富管理机构转型不仅

需要提供自身的产品，更需要将其他机

构的优质产品向客户提供。不管从国外

发展的情况还是国内目前的情况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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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机构可以提供所有类型的理财产

品，不同机构在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优

势，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最佳的产品，开展

差异化竞争是发展的方向。

信托公司可以通过发展FOF，集合

市场上的优质基金并提供给客户。

二、信托 FOF 设计

按照投资标的基础资产，FOF 可

以分为商品FOF、指数型 FOF、股票型

FOF、混合型FOF、债券型FOF等。

按照投资标的的主题特点，FOF 可

以分为分级A类FOF、分级B类FOF、

封闭式基金 FOF、行业类 FOF、多空型

FOF。

按风险和时间，FOF 可以分为目标

风险型FOF、目标日期型FOF。

（一）按基础资产分类 FOF

按照基础的不同，以及风险从高

到低，FOF 可以分为商品FOF、指数型

FOF、股票型FOF、混合型FOF、债券型

FOF 等。这类 FOF的分类和普通基金

的分类比较一致。其中，指数型特指股

票指数型、股票型特指主动管理的股票

型基金。

目前国内商品基金较少，纯粹投资

商品的仅黄金基金一类，其余商品基金

均是投资商品类的上市公司股票，不属

于纯正的商品基金，因此暂不做考虑。

指数型FOF和股票型FOF的基础

资产均为股票，但是由于指数型基金是

被动投资，仓位始终在95%或以上，所

以风险高于股票型。混合型FOF比较灵

活，可以投资各类型的基金，债券 FOF

则以债券型基金作为主要的投资标的。

表12 中列出了各类型 FOF 的投

资范围、比较基准和费率等基本设计

元素。其中，比较基准可以采用表格中

的自定义的方式，优点是比较全面地

覆盖了所选择的标的类型，缺点是公

信力和知名度较低，建议可以和指数

公司合作，发布新的指数来解决。同

时，其还可以采用已经有的基金指数，

如中证基金指数，缺点是代表性不强，

如中证指数基金的指数仅有中证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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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不能完全代表目前的指数基金。

以股票型为例，其投资标的仅包含

基金，可以投资所有的基金，但是主动股

票型基金的仓位不低于 60%，最高可达

95%，保留5%的现金，比较基准是“80%

的主动股票基金业绩+15%的债券基金

业绩+5%存款收益”。管理费参照目前

市场同类产品，为1.5%，申购费为1%，

托管费为0.2%。

此外，由于是信托产品，因此最

低投资金额为 100 万元，开放时间

可设置为每季度一次。

投资

标的
范围 比较基准 管理费 申购费 托管费

指

数型

FOF

所有

基金

股票指数基金仓位在

60%到 95%，现金不低

于 5%

80%的指数基金业绩+15%

的债券基金业绩+5% 存款收

益

1.50% 1% 0.20%

股

票型

FOF

所有

基金

主动股票型基金仓位在

60%到 95%，现金不低

于 5%

80%的主动股票基金业绩

+15%的债券基金业绩+5%

存款收益

1.50% 1% 0.20%

混合

型

FOF

所有

基金

基金投资范围在 0%到

95%，现金不低于 5%

80%的主动股票基金业绩

+15%的债券基金业绩+5%

存款收益

1.20% 0.80% 0.20%

债

券型

FOF

所有

基金

债券基金仓位在 80%

到95%，现金不低于5%

90%的主动股票基金业绩

+10% 存款收益
0.60% 0.20% 0.20%

表12..按基础资产 FOF 设计表

数据来源：Natrust。

按照各类型投资标的近 5 年的走

势，从图 7 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风

险收益特征。指数型、股票型和混合

型的走势比较接近，波动较大，而债

券型则比较平稳。

从表13的数据看，由于近 5 年股

市整体不好，所以权益类基金整体的业

绩比较差，即使是混合型基金，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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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数据。

图7..国内公募基金产品走势

指数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债券型

年化收益率 0.3% 3.5% 2.9% 5.2%

年化波动率 28.6% 21.4% 18.8% 3.0%

夏普比率 0.009 0.162 0.155 1.743

表13..公募基金风险收益特征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

来的配置也偏向股票，因此指数型、股

票型和混合型的年化收益率仅分别为

0.3%、3.5%、2.9%，债券型基金则相对

较好，年化收益率为5.2%。

在风险方面，指数型、股票型、

混合型和债券型的年化波动率分别为

28.6%、21.4%、18.8%和 3%。

因此，通过不同资产标的基金的组

合可以形成比较完善的产品线，设计不同

类型风险的产品。混合型 FOF和债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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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F之间有较大的空白地段，可以通过控

制混合型基金中的权益类基金比例调节，

具体可详见目标风险FOF设计章节。

上述FOF类型较传统，性质基本和

普通的公募基金相同，核心在于通过研

究分析挑选出同类中最优的基金，辅以

一定的大类资产配置，对基金进行二次

优化，达到超越同类基金的目的。其可以

作为信托公司发展各类资产的全系列产

品考虑。

（二）按主题分类 FOF

按照投资标的的主题特点，FOF 可

以分为分级A类FOF、分级B类FOF、

封闭式基金 FOF、行业类 FOF、多空型

FOF。

其中，多空FOF比较类似传统意义

上的对冲基金，利用ETF基金融资融券

和未来即将推出的多空分级和正向杠杆

与反向ETF进行对冲交易，可以形成净

多头、净空头和中性仓位。利用不同指数

的风格以及行业风格，获取超额的α收

益和β收益。鉴于目前多空分级和正反

向ETF还在待批过程中，暂时不做考虑。

1. 分级 A 份额 FOF

分级基金是近几年基金创新的一

类品种，是一种结构化的基金产品，分

为优先份额（或称 A份额）和劣后份额

（又称为进取份额或B份额）。分级基

金在运作时只在母基金层面进行投资操

作，A份额与B份额按照约定进行净值

的分配。从本质上来说和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等按照投资标

的和范围来划分的基金产品不同。分级

基金本身的母基金即基础份额也是一种

大类的基金，如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等，通过结构化分级的方式

将一只基金一分为二，两份额承担不同

的风险收益。

一般A份额具有固定收益的属性，

收益率会事先在招募说明书中约定，以

某一基准利率（如一年期定存或国债收

益率等）作为基准，加上一定的利差或者

乘以一定的系数，调整的频率大部分为

一年，或为三年、半年和季度，也有部分

A份额的收益率是固定的，在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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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变化。目前，大部分约定收益率在6% 到6.5%之间，一般这些收益每年分配，

资料来源：WIND 数据（2012 年 11 月 12 日）。

图 8..固定期限 A份额收益率

图 9..永续 A份额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形成比较稳定的现金流（见图8）。

目前主流的永续型 A份额，如图 9

所示，在年度周期内其价格虽然有波动，

但是仍然平稳向上，和债券指数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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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高。

因为A份额的固定收益属性，所以

投资A份额和投资债券比较类似，但是

又有所不同。例如，A份额的收益实质

是B份额向其借钱归还的利息，由于有

持有的金融资产保证，因此一般违约风

险较小。此外，A份额也有独特的属性，

例如部分A份额带有看涨期权，可以分

享母基金净值上涨的超额收益，类似可

转债。折价率较高的A份额在B份额

净值到达下限时可以提前折算，获取部

分份额折价变为平价的超额收益等。

因此，A份额 FOF 既类似于债券

FOF，又有所区别，可以作为低风险的

理财产品向投资者发售，如针对银行的

客户群体或者养老资金的投资。A份额

FOF追求绝对收益，比较基准可以设定

为同期银行定存利率上浮一定的比例。

2. 分级 B 份额 FOF

分级基金的B份额具有高风险的

特点，其向A份额融资后通过放大杠杆

进行投资，改变了过去FOF的风险收益

特征始终小于基础资产的属性。B份额

既有以股票为基础资产的指数基金和主

动型基金，也有以债券为基础资产的债

券基金。

以上市时间较长、目前规模最大的

银华锐进为例，到期价格波动远大于母

图10..债券基金 B 份额走势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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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标的指数深证100。银华锐进从

2010 年 6月上市至 2013 年 7月的年

化波动率为46%，而深证100 指数为

24%，银华锐进的波动率几乎是标的指

数的2倍，体现为上涨时超额收益明显，

下跌时损失也比较大。

债券型的杠杆更高，普遍在3倍以

上。从图10中可以看出，在 2011年债

券由熊市转为牛市的一年内，债券B份

额确实呈现出大起大落的趋势。

B份额 FOF对于管理者的大类资

产配置和择时能力的要求较高，并且由

于杠杆的特点，属于高风险的产品，适

合的投资群体较少，但是也不失为一种

另类投资型的 FOF，有助于信托公司开

拓一些偏好风险投资者的市场。B份额

的比较基准可以设定为宽基指数的涨跌

幅，如沪深300 指数。

3. 封闭式基金 FOF

封闭式基金只在交易所市场交易，

并且由于封闭的关系，其运作往往较

开放式更容易，而且有一定的折价，长

期投资的收益一般好于同类开放式基

金，在海外也有专门投资封闭式基金的

FOF，如“Cohen.&.Steers.Closed-End.

Opportunity.Fund”就是一款专门投资

于封闭式基金的基金。

封闭式基金的范围较广，除了传统

封闭式股票型

开放式股票型

图11..封闭式股票基金价格与开放式股票基金净值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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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型封闭式基金外，还包括债券型

封闭式基金以及分级基金中份额保持稳

定的基金，如部分债券基金B份额等。

从传统的股票型封闭式基金看，如

图11所示，由于有折价回归的因素，因

此其长期的价格表现远强于开放式基金

的净值表现，如果用FOF专门投资该类

基金，持有期限较长，可以取得比较理

想的业绩。

封闭式债券基金也是如此，封闭式

债券基金相对开放式债券基金有以下四

点优势：第一是开放式债基需要随时应

对申购赎回，准备一定比例的现金及货

币资产，而此类资产的收益率是比较低

的，封闭式债基无需准备现金。第二，封

闭式债基可以买入等于或小于封闭期的

一些高收益债券然后持有到期，获得比

较稳定的收益，不必担心期间债券价格

的波动，开放式债基就无法完全做到这

一点。第三，相对开放式债基，封闭式债

基可以加大杠杆的使用力度，使用回购

等手段放大资金，提高基金的收益。第

四，封闭式债基普遍有一定的折价，持有

到期可以获取折价率收窄的收益。

最近三年封闭式债基的年均净值涨

幅高出开放式基金3%，加上2%到3%

的年化折价率，超额收益在5%左右，对

于固定收益产品而言非常可观。如果以

FOF进行投资，整体的年化收益率堪比

目前的融资类信托，是未来代替融资类

信托的一类较好产品。

封闭式基金 FOF 可以专门投资股

票型基金或者债券型基金，也可以混合

投资。封闭式基金为场内交易基金，因此

短期波动高于开放式基金，但是只要持

有的期限比较长，获取超额收益率的概

率非常大。这类FOF非常适合投资期限

在3年以上的投资者。封闭式基金 FOF

的比较基准可以设定为同类型基金的平

均净值涨幅，如封闭式股票基金FOF的

比较基准可以为全部股票基金净值的涨

幅。

4. 行业类 FOF

行业类 FOF 是指以投资行业基金

为主，通过对于不同行业的配置达到增

强收益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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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表现

不同，如一些防御型行业在经济衰退时

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盈利，而周期型的

行业则在经济复苏和过热时表现较好。

与基金公司、券商相比，信托公司在二

级市场上市公司研究方面处于薄弱的位

置。因此，由基金公司在行业基金层面

进行选股，或者发行被动的行业指数基

金，信托公司在行业基金层面进行行业

选择更为合适。

图12..不同经济周期下行业轮动配置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

能源基金

原材料基金

商品基金

主要消费基金

非必须消费基金

金融基金

非银金融基金

医药基金

房地产基金

TMT基金

表14..行业基金分类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目前，市场上各类行业基金已经较

多，既有被动指数型也有主动管理型。

表14中列出了目前市场上的行业基金，

基本上涵盖了不同周期情况下表现较好

的行业，而且随着基金创新的加快，更多

的行业基金正在发行，行业FOF的基础

已经成熟。行业FOF的比较基准可以设

定为宽基指数的涨幅，如沪深300指数。

以上主题FOF特色鲜明，对应的客

户差异化较大，信托公司可以发行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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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产品，也可以针对某一类主题单独

发行差异化竞争的产品。根据管理难度

的高低，建议设定的费率如表15所示，

得产品的风险始终维持在这一水平，常

用的参数有年化波动率、VAR 值等。

以年化波动率为例，如果按照风险

从高到低设置5个不同目标风险FOF，

以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及货币基金作为

组合配置的标的，根据表16中各类基
A 份额

FOF

B 份额

FOF

封闭式

FOF

行业

FOF

管理

费率
0.50% 1.50% 1% 1.50%

表15..主题 FOF 费率

数据来源：Natrust。

申赎时间、最低投资金额等设计元素和

普通FOF类似。

（三）按风险和时间分类 FOF

按照风险程度的高低，混合型FOF

可以细分为目标风险型系列 FOF，如前

文中提到的美国世纪公司的目标风险

FOF就分为五种，包含非常保守型、保守

型、中性型、激进型和非常激进型。

按照目标日期的不同，可以成立多

个FOF，满足不同年龄段人士的需要。

1. 目标风险 FOF

目标风险主要指设定预期的风险

参数，未来通过不断调整组合配置使

股票型 债券型 货币型

股票型 0.04562 0.00089 0

债券型 0.00025 0 0

货币型 0 0.00025 0

表16..各类基金协方差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金的方差和协方差，可以得出不同组合

的年化波动率。

假设目标风险 FOF的年化波动率

分别为20%、15%、10%、5%和1%，那

么股票型、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的比例

如图13所示。以目标风险15%、年化波

动率的FOF为例，其配置的股票基金为

71%，债券基金为24%，货币基金为5%。

由于同类型的基金净值涨跌幅不同，

因此比例在初始设定之后需要定期调

整。一般来说，调整有两种方式：定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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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阀值调整，或者两者混合。定期调

整是指按季度或者其他时间点调整，期

间的波动无需调整，优点是调整的频率

固定，缺点是调整时的比例往往和初始

比例偏差较大，即与目标风险差异较大。

相对来说阀值调整更适合目标风险基金，

一般将偏离度在5%设定为阀值，一旦

某一类基金的比例和设定比例的差值超

过5%，就即刻进行调整。这种方式可以

确保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缺点是可

能调整的频率过高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建议可以在组合中配置一定比例的场内

交易型基金用来调节以降低成本。

目标风险FOF共享基金池，在投资

图13..目标风险基金比例设定

资料来源：Natrust。

策略上也可以相互借鉴，因此管理多只目

标风险 FOF并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

信托公司可以针对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

推荐相对应风险的FOF，提供一站式服

务，增强客户的黏性。

目标风险 FOF的费率和风险的高

低相关，表17中列出了5只不同风险的

FOF 可以采用的费率标准，从1.5%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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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不等。

目标风险 FOF的比较基准可以按

照大类资产设定的比例来确定，如15%

目标风险的 FOF比较基准可以定为：

71%的股票基金净值涨幅+24%债券

基金净值涨幅+5%货币基金净值涨幅。

严格遵守预定计划。目标日期 FOF并不

以单纯收益的高低来衡量投资的好坏，

更多应该考虑投资者未来的生活保障，

严格控制风险。

目标日期 FOF的时间设定可以参

照美国的情况，以5年作为一期，投资

者可以自行选择离退休日期最接近的一

个FOF进行投资。

以图 14 中目标日期 2040 年的

FOF为例，距离 2013 年有 28 年，假

设初始风险为15%，那么股票型、债券

型和货币型基金的比例分别是71%，

24%和5%。在距离2040年25年之前，

因为时间较长，可以保持高风险资产的

比例不变，2015 年之后股票型基金每

年递减1.5%，而低风险的债券基金每

年增加1.5%，货币型基金不变。随着

2040 年的临近，该 FOF 的风险逐渐

降低，在 2040 年时已经从原来的偏股

混合型 FOF 变为偏债混合型 FOF，股

票基金的比例变为 33%，债券基金的

比例为62%。2040 年之后投资者达到

退休年龄，风险承受能力更低，股票基

目标
风险

20% 15% 10% 5% 1%

管理
费率

1.50% 1.20% 0.90% 0.60% 0.30%

表17..目标风险 FOF 费率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2. 目标日期 FOF

目标日期FOF主要针对养老金市场，

设定一个目标日期后，FOF组合的风险

随着日期临近逐渐降低，最终为退休人

士提供养老保障。此外，目标日期基金

也可以为知道未来特定现金需求的人士

提供理财服务，如子女未来的教育经费

等。

目标日期 FOF的管理更专注于不

同时间段组合比例的变化，虽然管理人

可以通过对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的把握

短暂偏离预定的比例，但是总体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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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配置比例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

因为对于现金需求的增加，货币型基金

每年增加 0.5%的比例，剩余部分仍然

增加给债券基金。2045 年之后股票型

基金的比例降至 20%以下不再变化，

该 FOF成为债券型 FOF，以后这一比

例维持恒定。

通常，这类目标日期 FOF在到达目

标日期后规模会因为客户日常需要赎回

而导致不断缩水，因此需要设定清盘规

模，这一点可以在到达目标日期之后决

定。

目标日期 FOF的投资期限往往较

长，客户黏性较高，一旦成功发行，可以

给信托公司带来稳定的管理费收入，提

高知名度。而且目标日期 FOF可以连续

发行，从美国的经验看，目标日期 FOF

已经成为养老金市场投资的主要基金产

品之一，国内几乎是空白，空间非常大。

这类 FOF 的费率较同类型 FOF

略低，主要是为了吸引投资者长期投

资，此外由于配置比例会在存续期间

发生较大的演化，管理费率通常而言会

分段计算，在高风险资产占比较大的时

图14..目标日期基金资产配置变化

资料来源：Na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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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费率较高，反之则较低。表18中给

出了以 2040 年为目标日期的 FOF 分

为三段的费率情况，在股票型基金高于

60%的时候（2013 年 -2022 年）费率

为1%，2022 年到 2040 年为 0.8%，

之后统一为 0.6%。其他产品要素诸

如最低投资金额、申赎时间等和普通

FOF 类似。

目标日期基金的比较基准随时间

变化，设定为：A×股票基金净值涨幅

+B×债券基金净值涨幅+C×货币基金

净值涨幅，其中A、B、C分别为当时年

份股票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的设

定比例。

适的基金。

第二是制定投资目标、投资范围，选

择合适的比较基准。

第三是投资决策的制定和投资。

第四是绩效分析和反馈。

第五是组合调整。

（一）建立基金池

1. 基金分类

基金分类是建立基金池的重要基

础，分类越科学越细致，越能体现不同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有助于投资。本

文中的分类并不单纯以资产类别作为分

类，而是从实际投资角度出发。首先将基

金按照申赎和交易分为两类，申赎型基

金的交易只能T+2实现，申赎的净值在

收盘后体现，而交易型则实时进行。在

这两类的基础上，基金按照大类资产、投

资策略和风格等又可分为不同类型。

申赎型基金是目前基金中的主流品

种，按照资产大类可以分为股票型、混

合型、债券型、货币型和 QDII 型，每一

个资产大类下面又可以分成不同的二级

2013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40 年

2040 年
之后

管理费率 1% 0.80% 0.60%

表18..以 2040 年为目标日期的 FOF 管理费率

数据来源：Natrust。

三、信托 FOF 投资流程

FOF的投资流程主要分为五步。

第一是需要建立基金池，筛选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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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赎型 交易型

股票型

主动型

普通

股票型

传统主动封闭式

风格 指数 ETF

行业 分级主动股票 B 份额

主题 分级股票指数B 份额

指数型

风格

债券型

普通封闭式

主题 债券 ETF

策略 分级 A份额

行业 分级债券 B 份额

混合型

偏股 —— QDII ETF

平衡 —— 商品 ETF

偏债 —— 货币 场内货币型

债券型

主动型

纯债

一级债

二级债

指数型
久期

信用等级

货币型
传统型 ——

短期理财 ——

QDII 型

股票型

全球

新兴市场

成熟市场

大中华

主题型

债券型
全球

亚洲

资源型

油气

黄金

农业

综合

房地产
美国

全球

表19..基金分类

数据来源：Na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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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如股票型可以分为主动股票型和

被动指数型。二级子类又可以再细分成

三级子类，如债券基金的主动型可以分

为纯债型、一级债型和二级债型。部分

三级子类根据投资的需求还可以再细分，

如股票指数型的风格中既可以按照大小

盘细分，也可以按照成长价值细分等，

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交易型基金按照不同的资产类型也

可以分为股票型、债券型、QDII型、商品

和货币型。按照是否分级、是否为ETF

基金等又可以再细分二级分类。二级分

类之后还可以按照类似申赎型的方式分

成三级分类，不再一一叙述。

2. 各类基金经济周期表现总结

对市场上所有的基金进行分类之

后，对每一大类或者二级甚至三级子类

的风险收益特征进行研究，根据历史数

据得出每一类基金的预期收益、风险以

及和经济周期的关系。

风险收益特征如表 20所示，包括

年化收益率、年化波动率和夏普比率。

由于大类中包含的不同子类基金风险收

益仍然有所不同，因此按照基金分类表

总结分析子类的风险收益特征效果更

佳。

指数型 股票型 混合型 债券型

年化收益率 0.3% 3.5% 2.9% 5.2%

年化波动率 28.6% 21.4% 18.8% 3.0%

夏普比率 0.009 0.162 0.155 1.743

表 20..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示例表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

基金类别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可以总

结历史上不同周期对应表现最好的基金

来分析，如股票型基金在经济复苏和过

热时表现较好，尤其以资源类基金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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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退期则是一些债券型基金表现较

好，表21为不同经济环境中表现最好的

部分基金类别。

3.个基筛选建立基金池

对大类基金进行归纳总结之后，需

要从每一类中选出最优或者最具代表性

的单个基金，然后逐一放入基金池中用

以备选。

不同基金筛选的方法和逻辑也不一

样。从主动型来说，股票基金主要分析

选股能力，而混合基金则需要同时关注

选股和择时能力。被动型基金中股票指

数类则主要分析子类的代表性、风格的

清晰度和跟踪误差。

交易型基金中同样资产属性的标的

基金除了本身需要考虑的因素外，还需要

考虑额外的因素，如传统股票封闭式基

金需要考虑到期时间、折价率和流动性；

ETF除了指数基金考虑的因素之外还需

要考虑流动性和一二级市场价差；结构

化产品则需要仔细分析条款中包含的因

素。

表22中总结了具体的考虑因素。

基金池的建立仅考虑每一个子类

中的最优基金，需要考虑该子类在目前

经济环境下是否值得投资，投资选择由

FOF的管理人决定。建立基金池之后可

以将不同基金进行推荐评级的设定，如

优先推荐级、一般推荐级等。

4. 基金池的维护

基金池建立之后需要定期维护，包

括新增基金和剔除原有基金，变更推荐

等级。维护的频率和基金的类型关系比

较大，作为主动型基金，一般而言如果原

来筛选出的基金经理没有变更或者出现

重大的问题，可以每季度进行调整。对

复苏前期 复苏后期 过热前期 过热后期 滞涨前期 滞涨后期 衰退前期 衰退后期

资源指数
基金

消费指数
基金

资源指数
基金

资源指数 信用债基金 货币基金 信用债基金 信用债基金

表 21..基金与经济周期示例表

数据来源：Natrust 分析（2001 年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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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易型基金而言，因为折溢价率等因

素需要每天进行跟踪维护。对于创新型

基金，如果认为具备投资价值，可以在发

行之后实时加入基金池。

（二）制定投资目标、范围、基

准、目标客户

1. 制定投资目标

所有FOF的投资目标之一均为超越

比较基准的收益，但是不同的FOF还对

应不同的投资目标，作为权益类FOF或

者其他高风险的 FOF，应该追求长期的

资本增值，获取较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作为低风险的债券型 FOF 或者A

份额 FOF，应该追求绝对收益，每一期

为投资者取得正收益。

目标风险FOF则应该努力将风险控

制在设定水平附近，同时追求更好的收益。

目标日期 FOF则应该严格遵守设定的资

产配置变化路径，为目标日期的投资者提

供到期时资产的稳定增值。

2. 设定投资范围

FOF的投资标的是基金，不同类型

主动型

股票基金 选股能力为主、择时为辅

混合基金 选股择时能力同样重要

债券基金 券种配置、拿券能力

货币基金 投资能力、稳定性、规模

QDII 基金 选股、择时、国别配置能力

被动型
股票指数 子类代表性、风格清晰度，跟踪误差

债券指数 久期、信用等级

交易型额外
考虑因素

传统股票封闭式 到期时间、折价率、流动性

普通债券封闭式 到期时间、折价率、流动性

ETF 一二级价差、流动性

分级 A份额 条款分析，包含收益率、存续时间、折算等

分级 B 份额 条款分析，包含杠杆、成本、存续时间、折算等

货币型 流动性、折溢价率，计息时间

表 22..个基筛选考虑因素总结表

数据来源：Natrus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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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OF还可以再细分基金的种类和投

资比例，具体的比例已经在FOF设计部

分叙述。

3. 制定比较基准

比较基准和FOF本身的属性有关，

具体的比较基准已经在产品设计部分叙

述。通过比较基准可以明确投资目标，并

且在每个投资期后绩效分析时找出当期

投资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4. 设定目标客户

不同FOF的目标客户差异较大，表

23中列出了FOF的目标客户群体。

（三）制定投资策略

1. 战略资产配置——大类资产配

置比例确定

FOF投资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类

似，首先需要确定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大类资产配置的方法较多，这里以美林

投资时钟为例，不同类型的基金在不同

经济周期环境中表现差别极大。美林投

资时钟显示股票、债券、商品和现金在

四个不同经济阶段最佳表现也不尽相

同。可以结合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特

点，以及国内基金的特点选择不同阶段

FOF 类型 目标客户

指数 FOF 有投资权益资产需要，风险承受能力极大

股票 FOF 有投资权益资产需要，风险承受能力较大

债券 FOF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需要绝对收益

A份额 FOF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需要绝对收益和稳定现金流

B 份额 FOF 有另类资产配置需求，风险承受能力极大

封闭式 FOF 投资期限较长，风险承受能力较大

行业 FOF 有投资权益资产需要，风险承受能力较大

目标风险 FOF 对风险控制要求严格的客户

目标日期 FOF 养老金群体，在特定日期有大额支出群体

表 23..FOF目标客户



2 013 年 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
TRUST SECTOR RESEARCH REPORT 2013

998

对应的最佳表现的大类基金资产（见图

15）。

在大类资产配置之后还可以再细分

子类资产，如基金二级分类甚至三级分

图15..投资时钟

资料来源：美林证券。

类，确定每类资产的具体比例。

大类资产配置对于混合型 FOF最

为重要，对于指数型、股票型、债券型这

些投资标的限定与某类资产的 FOF影

响较小，但是仍然需要确定子类的比例。

例如，债券型基金需要确定利率债基金、

信用债基金、可转债基金的比例。

对于目标风险 FOF 和目标日期

FOF 而言，大类资产的比例都是事先确

定的，因此也仅需要在子类层面确定不

同的比例。

2. 战术资产配置——申赎型与交

易型比例确定

在确定的大类资产配置之后，在短

期需要确定战术资产配置，即根据市场

环境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大类资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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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战术资产配置主要为短期择时或者

市场出现的特定机会，如短期股市超跌

反弹机会或者某一类基金因为“黑天鹅”

事件造成大幅折价等。

投资基金和投资股票等资产不同的

一点是需要确定申赎型基金和交易型基

金的比例，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容易被

忽视。和申赎型相比，只要成交额足够，

交易型基金可以实时完成交易，而申赎

型需要2天才能完成交易，因此交易型

基金的流动性好于申赎型，在战术资产

配置时可将交易型作为主要的工具。

交易型基金以被动型为主，因此如

果不是指数FOF或者B份额FOF这类

以被动基金为主要标的的 FOF，单纯以

战术资产配置为目的的交易型基金的比

例不宜过高，一般控制在40%以内，但

是应该高于20%，单个类型的交易型基

金比例高于5%。

3.个基筛选和比例确定

在完成以上两个投资步骤之后，接

下来就是单个基金的选择。根据大类和

子类基金确定的方向，FOF 信托管理人

需要从已经建立的基金池中选出合适的

基金。由于基金池中的基金在筛选过程

中已经是子类中最优或者最具代表性的，

管理人仅需要在其中选择基金即可。

至于单个基金投资比例的确定可以

使用多种策略，例如对于多个优质主动

管理股票基金实行等权重投资方式，确

保大概率情况下多只基金的主动管理能

力得以体现。也可以针对某一个基金重

仓持有，例如一些折价率非常高，未来

预期收益较有保证的债券型基金。

建议单个基金的投资比例不超过

10%，同一公司发行的基金总占比不超

过 20%。

4. 投资组合建立

在以上所有步骤完成之后，就可以

建立FOF的投资组合。申赎型基金可以

通过券商或者基金直销渠道进行申购和

赎回，交易型基金则可以通过交易所直

接交易。一般申赎型基金单次金额超过

500万元之后手续费几乎为0，赎回费

用按投资时间长短计算，越长费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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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基金的交易费率和股票基本类似，

因此信托公司的 FOF进行投资时这部

分费用较低。

申赎型无冲击成本，交易型则和股

票类似，如果短期大量买卖会有一定冲

击成本，建仓时需要考虑，部分流动性

较差的产品最好缓慢建仓。

将选出的基金按照预定比例买入后

即建立了FOF的投资组合。

（四）绩效分析

FOF投资组合建立之后需要定期

进行绩效分析，建议每月一次。绩效分

析的方法较多，除了简单比较收益、风险

和夏普比率之外，还可以通过对于内部

配置比例和个基的业绩对比分析大类配

置的贡献和个基配置的贡献。例如，可

以采用Brison 模型将 FOF的收益分解

为资产配置贡献、交互贡献和个基的贡

献，对于负贡献部分予以改进和提升。

（五）组合调整

在得到绩效反馈之后，FOF 信托管

理人可以结合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

境对组合进行调整。调整分为两块：一

是对大类和子类的调整，短期可以通过

交易型基金完成，然后逐步调整交易型

和申赎型的比例，重新达到预期平衡的

水平；二是个基的调整，对于一些不符

合要求的基金进行调换，需要从基金池

中选择新的基金进行更换。

四、总结

FOF，即基金中的基金，是一种以基

金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信托公司可以发

行FOF信托来发展主动管理信托业务。

这类信托通过对子基金的优选以及不同

基金的组合配置达到分散风险、提高收

益的目的。

美国 FOF 数量从1997年的 94只

增加到 2011年的1047个，资产管理

规模从 210 亿美元增加至10480 亿美

元，数目和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

为17.4% 和 29.8%。2011年时规模和

数目占全部共同基金比例为9.02%和

13.71%。

全球共同基金 FOF中占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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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混合型FOF（占比 51.3%），股票

型FOF（占比25.0%），另类投资FOF（占

比10.7%），债券型 FOF（9.2%）。其余

FOF类型还有货币型、商品型、可转换证

券型、不动产型。

目标风险 FOF和目标日期 FOF是

美国市场混合型FOF中的主流品种。

FOF 优势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优

于同类基金，美国各类型FOF的夏普比

率普遍高于同类基金。

内地市场 FOF发行管理人中券商

是主要的机构，但是规模尚不到200 亿

元，其他发行机构还有银行、基金专户、

私募公司等。这类FOF虽然波动率普遍

低于同类基金，但是总体业绩并不理想。

信托公司发展 FOF 有五点意义：

第一，可以完善主动管理产品线，开展差

异化竞争；第二，由于券商等机构目前

的 FOF业绩不佳，信托公司发展 FOF

可提升自身在资产管理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信托公司发行FOF和其他机构相

比有一定的优势，既不存在过多的限制，

也不会有利害冲突；第四，作为信托公司

的主要客户，高净值人士和机构客户有

FOF的需求；第五，信托公司通过发展

FOF可以整合市场上各类理财产品的资

源，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根据内地市场的实际情况，信托

FOF设计时可以按照投资标的基础资产，

FOF 可以分为商品FOF、指数型 FOF、

股票型 FOF、混合型 FOF、债券型 FOF

等；按照投资标的的主题特点，FOF 可

以分为分级A类FOF、分级B类FOF、

封闭式基金 FOF、行业类 FOF、多空型

FOF；按风险和时间，FOF 可以分为目

标风险型FOF、目标日期型FOF。

FOF的投资流程分为五步：第一是

需要建立基金池，筛选出合适的基金；

第二是制定投资目标，投资范围，选择合

适的比较基准；第三是投资决策的制定

和投资；第四是绩效分析和反馈；第五

是组合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