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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严禁挂钩政府信用 两部委联手规范“
债主” 资质
城投债和平台债发债主体评级脱钩地方政府信用，将考验评级机构执业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企业债发行， 尤其是城投债和平
台债的发行和承销， 利用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或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的常规操
作，将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日前，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发
文正式强化企业债发债主体资质，严
禁涉及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的虚假陈
述、误导性宣传。并据此对各类中介机
构， 在进行地方城投债及平台债承销
过程中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约定。

两部委四大举措
强化发债主体资质
就在地方政府陆续爆出撤回或作
废担保函之际，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财
政部在春节前的最后一周， 联合发文
强化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 严格防

范地方债务风险。
在这份名为 《
关于进一步增强
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严格防
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
下称 《
通
知》）中，两部委明确表示，要进一步
发挥企业债券直接融资功能， 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严格防
范地方债务风险， 坚决遏制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增量。
通知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申
报发债企业或项目资质要求； 对有
各类补贴或政府资金支持的企业和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发
PPP（
债申报要求； 严格追责承销商等中
介机构； 对地方政府及地方发改委
的具体要求。
其中， 对申报发债企业或项目
资质要求约定最为详细， 有四大具
体要求： 申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

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决策机制和
财务管理制度， 严禁党政机关公务人
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兼职（
任职）；申报
企业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企业
自身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等， 支持投
资者有效甄别风险； 申报企业应当实
现业务市场化、实体化运营，依法合规
开展市场化融资，并充分论证、科学决
策利用债券资金支持投资项目建设的
必要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纯公益性项
目不得作为募投项目申报企业债券。

主体评级严禁挂钩
地方政府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
通知》 明确规定
发债主体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
该方面的内容，几乎贯穿《
通知》全文。
在发债主体资质方面，“
严禁涉
及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的虚假陈述、

误导性宣传”， 并对信用评级机构作
了详细的业务指导，要求这些机构应
当基于企业财务和项目信息等开展
评级工作，不得将申报企业信用与地
方政府信用挂钩。 相关企业申报债券
时应主动公开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
职能，发行本期债券不涉及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
在发债申报企业提交申请方面，
严禁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 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
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
对违规融资和担保的发行人、中
通知》规定，
介机构等还要严厉追责。《
对经有关部门认定为因涉地方政府违
法违规融资和担保活动的申报企业、
承销机构、会所、律所、信用评级机构
等主体及其主要负责人， 加大惩处问
责力度， 并限制相关责任主体新申报
或推荐申报企业债券。

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从事信用评
级的机构， 在对城投债和平台债发债
主体评级时， 主要参考的指标几乎无
不包含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财政实力，
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财政实力甚至还是
评级机构在对发债主体进行评级时参
考的主要指标之一。
据记者了解，包括鹏元资信、大公
国际、 中诚信、 上海新世纪等评级机
构， 对城投公司主体评级主要参考的
指标也是地方信用和财政实力。 一家
大型评级机构甚至直言， 地方投融资
平台的信用等级由两大因素决定：平
台企业所属地方政府的信用； 平台企
业自身的信用。
“
严禁信用评级挂钩地方政府信
用，而且违规者除发行人外，还将对中
介机构进行严惩， 这将考验评级机构
及发债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 ”某上市
券商债券团队负责人分析称。

严监管下
信托业呈四大发展趋势
袁吉伟
2017 年以来，我国金融行业严监管政
策基调确立，十九大报告也将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三年三大攻坚工作
之一， 可见高层对金融安全的重视程度。
在严监管大环境下，信托业需要克服行业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回归本
源，深度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可以预
见2018年会呈现新的四大发展趋势。

信托业务规模挤水分
2017年底， 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可
能超过2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从结构上
看， 被动管理业务占比可能达到75%左右，
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通道业务回流，
成为近期信托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驱
动力。 《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等一系
列监管政策都旨在去通道， 限制资管嵌套，

江西银行递交H股上市申请 或成江西首家上市银行

加强交叉金融风险监管，开年以来，很多信
托公司已经暂停或者限制通道业务发展。
去 通 道业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对
信托资产规模增速产生较大影响，即使以

该行获批发行不超过13.46亿股H股；2017年，该行前三季净利25.9亿，相当于2016年全年的1.54倍

银信通道业务只减不增以及部分多层嵌
套的通道业务消亡，而主动管理业务小幅
增长，那么2018年信托资产规模增速可能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江西第一家上市银行或将现身！
港交所披露信息显示， 江西本地省级
法人银行——
—江西银行已于2月12日提
交上市预披露文件，成为第14家向港交
所提出IPO申请的境内中小银行， 也是
江西首家递交上市材料的本地银行。
在这之前，江西银监局于1月19
日批复同意了该行H股发行并上市
的申请， 发行规模不超过13.455亿
股。而早在2017年8月就取得银监局
批复的九江银行， 尚未向港交所递
交上市申请。
事实上， 除赴港上市获批并正
式递交申请外， 上周该行还迎来新
行长，原广东南粤银行行长罗焱接替
吴洪涛，成为江西银行2015年底成立
以来的第二任总行行长。 此外，江西
银监局同样在上周批复同意该行对
江西金融租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
该行持股比例将由51%升至75.74%。

最高发行13.46亿股
去年前三季净利大增
江西银行其实刚刚度过两周年
不久。该行此前曾用名为南昌银行，
2015年12月， 该行收购省内的景德
镇市商业银行，并更名为江西银行，
这也是江西省首家省级法人银行。
截至2017年末，江西银行总股本
为46.79亿元，此次该行获批赴港上市
发行不超过13.455亿股H股， 相当于
发行后总股本的22.33%。 据了解，该
行此次H股发行由建银国际、 中信里
昂证券担任联席上市保荐人。
从股东结构上看， 目前该行拥
有315家非自然人股东及9212名自
然人股东， 其中第一大股东江西省
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持股20.04%，江
西金控集团、 南昌市财政局分列第
二大股东持股、第三大股东，持股比
例分别为5.98%和5.42%， 此外再无
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
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9月末，
江西银行总资产较年初增长17.6%
至3689.71亿元， 其中非标债权资产
投资规模达到1428.72亿元， 占该行
总资产的38.7%；负债端，该行2017年
存款增势喜人，前三季度即实现存款
较年初增长28.3%至2452.37亿元。
盈利方面， 江西银行2017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 入 72.13 亿 元 ，
同比增长9.54%，其中非利息收入
占比由年初的12.9%攀升至9月末
的22.3%；该行2017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则同比大增124.1%至25.9亿
元，相当于2016年全年的1.54倍。
2017 年 9 月 末 该 行 不 良 率 为
1.68%，持平于年初水平。

系江西首家
递交上市申请银行
作为江西本地省级法人银行，
江西银行也是省内首家向港交所递

交上市申请材料的银行。 不过在江西
银行之前，九江银行就在去年8月获准
赴港上市，发行规模不超过4.14亿股，
但就上市进程而言， 最终还是江西银
行走在了前面。
而除这两家银行外，2017年2月，
赣州银行召开2017年工作会议， 该行
董事长谢京华在会上表示要 “
全面启
动上市”，据悉，该行在今年初开展股
份确权工作。
相较而言， 无论是资产和利润规
模、网点覆盖，还是主体信用等级、政
府支持， 江西银行都在省内法人行竞
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截至2017年末，江
西银行实现了对江西全省11个市、63个
县的全覆盖， 县区网点覆盖率达到
一体两翼”的省外
87%。 该行同时贯彻“
跨区域布局战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分
别设立了广州分行和苏州分行，两家分
行分别在2010年8月、2011年6月开业。
信用评级方面， 该行主体信用评
级在去年9月由AA+级升至AAA级别，
成为全国仅有的十余家最高主体信用
等级城商行之一。受此影响，该行旗下
子公司——
—江西金融租赁的信用评级
也达到AA+水平。
2月9日，江西银监局批复同意江西
银行对江西金融租赁进行增资，增资完
成后， 后者注册资本由10亿元增加至
20.2亿元， 江西银行的持股比例则从
51%增至75.74%，进一步控股。

行长更换：原广东
南粤银行行长罗焱接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向港交所提交
换帅”。
IPO申请前，江西银行刚刚完成“
个
1月下旬，江西银行原行长吴洪涛因“
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辞呈，该行于2月6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同意其辞去行长及
董事职务， 同时解聘已到退休年龄的副
行长童玉明。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48岁的吴洪
涛此前曾任广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及总行金融机构部总经理， 于2013年4
月被聘任为南昌银行行长。 此后，南昌
银行合并景德镇市商业银行组建江西
银行，吴洪涛也在2015年底成为江西银
行首任行长。
在南昌银行及江西银行就职期间，
吴洪涛主持全行经营班子全面工作，也
曾分管发展规划部、审计部。 该行资产
规模也由2013年底时的1270亿元迅速
攀升至2017年9月底时的3691亿元。
江西银行董事会对吴洪涛在该行
的工作表示感谢，并予以高度评价，称“
吴
洪涛担任行长期间，带领高管层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为本行改革转型和持续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 同日董事会议上，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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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quanshangcn）

出现负增长，随着监管政策的深化，收缩
幅度会更大，这有利于信托业消除“虚胖”，
挤出规模中的“水分”，真正实现提质增效。

粗放发展难以为继
2017年超过万亿元管理规模的信托公司
明显增多，信托公司依然热衷做大规模，随着通
道业务增长的限制，信托业传统依赖的规模竞
争难以为继，而以价格和效率为主要竞争手段
的时代也将远去。 信托业需要从以规模为主的
粗放式发展过渡到集约化、创新发展阶段。
新阶段下， 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是
关键竞争能力，回归信托本源，充分发挥
信托制度优势，通过资产端、资金端资源有
效整合，紧抓供给侧改革、制造业升级、绿色
发展、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财富管理
等市场机遇，运用投贷联动、证券化等形式，
大力服务实体经济，深化产融结合，拓展信
托制度应用广度和深度。就不同信托公司而
言， 需要结合股东背景和自身比较优势，中
小型信托公司可能需要提升专业化程度，重
点聚焦2-3个产品条线或若干个行业领域，
深耕细作；对于大型信托公司可能致力于打
造综合化、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平台。

银行还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行长的议
案》， 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聘任中信银行
前董秘、广东南粤银行原行长罗焱为该
行新任行长。
公开资料显示， 罗焱具有接近28
年的银行业从业经历，此前在交行、招
行、中信银行、广东南粤银行均有任职
经历。 罗焱也成为江西银行成立以来
的第二任行长， 他将接掌这家资产规
模近4000亿元的省级法人银行， 继续
推进五年战略规划实施， 以及赴港上
市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行连续两任
行长均属“
少壮派”，年龄不满50岁。

竞争格局趋向提升集中度
近年来，信托公司经营分化显著，信托
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三个因素将会重塑行
业竞争格局，进一步拉大信托公司之间的差
距，促进行业集中度提升。 一个是信托业务
转型发展阶段，大型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
优势更加凸显，业务布局更加广泛，市场品
牌更加显著，能够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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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在严监管形势下，大型信托公司能更加
适应监管新环境，寻求发展新出路。
最后一个是以监管评级为核心的监管
政策还是倾向给予优秀信托公司更多创新
业务等方面的支持， 有利于头部信托公司

江西金租增资至20亿 股权结构再生变

继续壮大。 从净利润前五的信托公司市场
占有率看，2017年约为26.2%， 较2016年的

25.8%进一步上升，不过占有率水平仍低于
银行、保险行业。 这说明我国信托业集中度

证券时报记者 王莹
2月12日，江西银监局核准了江西
金融租赁（
简称“
江西金租”）变更注册
资本和调整股权结构的申请。 增资完
成后， 江西金租注册资本将由10亿元
增长至20.2亿元。
今年的这次变更， 江西金租股东
方未发生变化， 仅是持股比例出现了
调整，控股权进一步向江西银行聚拢。

股权结构再生变
江西金租的大股东江西银行再次
豪掷千金， 进一步提升其对江苏金租
的控股权。
江西银行对江西金租投入12.24
亿元，其中10.2亿元计作注册资本，其
余2.04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
后， 江西金租注册资本将由10亿元增
长至20.2亿元。 与此同时，江西金租的
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微调。
据记者了解，早在2017年年初，江

西金租发生过一次股权结构变更，股东
由8家变为6家。 今年的这次变更，股东
方未发生变化，仅是持股比例出现了调
整，控股权进一步向江西银行聚拢。
变更后，江西金租的股东结构是：
江西银行持股75.74%、龙跃实业集团
持股10.40%、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持
股 4.46% 、 江 西 中 煤 科 技 集 团 持 股
4.46% 、 江 西 中 联 建 设 集 团 持 股
3.47%、江铃汽车集团持股1.49%。 总
体来看，除江西银行外，其余5位股东的
持股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017年，江西金租业绩成长较快，
实现总资产16.16亿元、 营业收入6.67
亿元、营收增长率为49.41%、净利润
1.01亿元、净利增长率为22.40%、员工
人数为62人，人均净利逾1600多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从净利润排行来
看，江西金租处在行业中游位置，但行
业分化较为明显， 在已有经营数据的
57家金融租赁公司中，仅有7家公司净
利超过10亿元。 2017年，这7家公司合
计实现净利润合计124.08亿元， 占据

行业净利润的55.3%。

“补血” 仍在继续

仍有提升的必要， 当然在行业处于转型发
展关键阶段，具有高远的战略布局、专业的
业务能力以及完善的内控能力的个别信托
公司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以来，除江
西金租外， 浦银金租注册资本由29.5
亿元增至50亿元， 但原有股东及股权
比例保持不变； 外贸金租注册资本由
16.58亿元增至51.66亿元；华夏金租注
册资本则由30亿元增至60亿元。
此外， 还有两家金融租赁公司通
过发债进行补血。 招银金租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120
亿元、 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的金融债；
交银金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总规模不超过80亿元、 发行期限不超
过3年的金融债。 实际上，交银金融租
赁曾在2017年进行了两次增资， 注册
资本最终增至85亿元。
据记者此前统计，2017年共有12
家金融租赁公司(含1家金融租赁专业
子公司)完成增资，注册资本合计增逾
120亿元，增幅达45%。

合规风险管理能力
成核心竞争力
严监管意味着对于信托公司经营发展
合规性要求更高，同时，新监管制度和业务
规范持续出台， 也需要及时进行解读和学
习，并尽快转换为信托公司内部的业务规范
制度。 2017年，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一共开
出23张罚单，较2016年增长156%，涉及18家
信托公司，涵盖关联交易、绩效考核、数据统
计、业务经营等方面，监管处罚不仅影响声
誉，还会影响监管评级、业务合作等方面。
严监管形势下，信托公司需要更加重视合
规风险管理，转变重业务、重信用风险轻合规风
险的错误想法，有必要强化合规风险管理意识、
制度政策、流程和报告，提升合规风险管理能
力，重点加强通道业务、房地产信托、政信合作
业务、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合规性，坚守依法合规
经营的底线。 （作者系光大信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