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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信托募资仍居高不下 投向呈现“双集中”
证券时报记者 王莹

上海农商行董事长
及行长任职资格获批

信托公司与房地产企业的合作仍
在继续。记者注意到，近期北方信托与
房地产企业粤泰股份达成全面合作协
议，涉及授信规模 48 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房地产信托仍是
信托业务重中之重， 当前这一传统业
务出现向两个方向集中的趋势， 一是
交易对手继续向百强企业集中， 二是
项目向热点地区集中。 用益信托数据
显示，2019 年 3 月份房地产集合信托
业务成立规模为 569.68 亿元，依然处
于历史高位。

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授信额度调整为48亿元
昨日，粤泰股份公告，该公司与北
方信托的《
全面合作协议》通过了董事
会审议批准。这份涉及 48 亿元授信金
额的合作协议，引起了市场诸多关注，
主要有两个焦点。
粤泰股份公告显示， 北方信托给
予粤泰股份 48 亿元授信额度，5 年期
的融资成本不低于 11.2%。 其中对公
司名下广州天鹅湾二期和广州侨林苑
底商、 江门市悦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江门悦泰 70 层等五个项目，通过债务
重组及新增开发资金的方式提供融资
约 48 亿元。
焦点一是缘何牵手。 粤泰股份表
示，公司自 2018 年以来，由于受到多
方面因素影响， 导致公司现金流动性
愈发紧张， 从而导致公司出现流动性
风险。截至目前，公司存在的借款逾期
风险并未消除， 本次与北方信托的全
面合作，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性紧张，
帮助化解公司的逾期借款风险。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
北方信托此
前曾为粤泰股份发行过多只信托计
划， 此番合作理解为北方信托解救粤
泰股份于水火之中， 不如说这是北方
信托的自救。 ”
焦点二是授信额度调整。 4 月 24

日，粤泰股份发布《
关于收到重要合同
的提示性公告》， 从合作内容来看，北
方信托将为粤泰股份提供不超过 63
亿元的授信。仅隔一天，粤泰股份审议
通过的全面合作协议出现调整， 授信
额度调整为 48 亿元。
据记者了解， 关于就粤泰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融资、 查封
的资产开展再融资合作， 或其他方式
开展投融资合作——
—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的合作内容， 最终未出现在双方
签订的全面合作协议当中。
数据来源：用益信托 王莹/制表 周靖宇/制图

房地产信托
投资“
双集中”
去年四季度至今， 信托公司与房
地产企业达成上百亿授信额度的合作
时有发生。
去年 11 月，光大信托先后与花样
年集团、泰禾集团、福晟集团分别签署
了 100 亿元、200 亿元、100 亿元的合
作协议。同期，兴业信托与正荣地产达
成 100 亿元合作协议。
今年 3 月， 平安信托亦与正荣地
产牵手， 签署了 200 亿元的战略合作
协议。

房地产信托仍是信托业务的重中
之重。 用益信托数据显示，2019 年 3
月份房地产集合信托业务成立规模为
569.68 亿元，依然在高位运行。
信托业协会发布的 2018 年四季
度信托公司业务数据显示， 受到打破
刚兑、资金紧缩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
2018 年 行 业 集 合 信 托 成 立 规 模 较
2017 年下降约 8%。 但与总体规模变
化趋势相反的是， 房地产类集合信托
规模较 2017 年增长约 36%。

中诚信托战略研究部韩鸣飞分析
称， 房地产信托这一传统业务出现两
个方向的集中趋势， 一是交易对手继
续向百强企业集中， 二是项目区域向
热点地区集中。 前述粤泰股份亦处在
热点地区。
克而瑞披露的百强房企销售数据
显 示 ，2019 年 前 两 月 Top10、Top50、
Top100 房企销售额的市场占有率分
别为 40%、77%和 92%。 韩鸣飞认为，
两极分化、强者恒强的新格局下，信托

公司更应该选择头部房企进行合作以
降低项目风险， 榜单中的百强房企自
然成为首选。
此外，在因城施策的政策背景下，
房地产项目所处的区域显得极为重
要。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司应优先选
择市场行情较好的区域进行展业。 粤
港澳、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战
略地位已相当突出， 并将持续释放红
利。 同时，信托公司应结合“
一城一策”
评估各城市地产的投资价值。

金融反腐继续推进 中行4名分支机构负责人被查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近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消息， 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边改制
边监督，严查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目前
已有 4 个地级市分支机构负责人接受
监察调查。多位业内人士对证券时报·
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今年相关部门将
重点对金融业的腐败行为 “
开刀”，且
不同于以往多是金融监管部门官员
“
落马”， 今年金融反腐将重点向机构
内部延伸。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4
月 19 日，中国银行石嘴山市分行原行
长张玉林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正在接受
银川市监委监察调查的消息由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纪委监委发布。 近一
个时期，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口联

系部门的指导和有关地方纪委监委的
支持下， 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结合
信贷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已将 4
名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的地市级分支机
构负责人移送地方纪委监委监察调
查， 其中 1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释放出严惩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的强烈
信号。
消息称， 中管金融企业纪检监察
体制派驻改革以来， 驻中国银行纪检
监察组坚持边改制边监督， 防止由于
改制形成监督空白、 监督弱化等问题
发生。 主要工作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对有关单位民主生活会
的监督检查，明确纪检监察组参加 12
家机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督促有
关人员对被问责问题进行深刻检查，
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二是加强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提醒监督，向云南、贵州等 5 家分
行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发送专门提醒
函，要求严禁利用地方资源、土特产进
行利益输送。
三是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资金密集和资源富集部门的监督。 派
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对全年费用支出和
采购金额较大的办公室、 集中采购中
心、信息科技、总务等 8 个总行部门主
要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 并部署采购
工作自查自纠和集中整治。
四是组建专案组， 加强问题线索
核查，努力有所突破。
据了解， 纪检监察组近期还将下
发 《
关于开展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工作
的通知》，组织各级摸排梳理因涉嫌职
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出逃、 失踪及出走

人员， 并在全行纪检监察干部会上作
出专门部署。
今年以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
多家国有大行的派驻机构都通报了最
新的整顿情况。 例如，建设银行方面，
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业务检查、线索
核查、督查督办等方式，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57 件次，对 88 名
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并
在近日印发 《
关于问题线索报送工作
的通知》，明确驻行纪检监察组直接受
理和处置建设银行党委管理干部违反
党纪、 全行员工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
犯罪的问题线索，对故意隐瞒不报，或
者因工作疏忽失误迟报漏报并造成严
重后果的，要追究纪委书记、相关机构
（
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工商银行近日首次召开全行巡视

巡察工作会暨总行本部巡视工作动员
部署会， 明确要用一年时间基本完成
本部巡视全覆盖。 原工行重庆分行副
行长谢明 （
已退休） 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农业银行则充分利用新技术、新
渠道、新招数，鼓励广大员工通过内部
网站、农业银行 e 动天地手机客户端、
“
三线一网格”管理系统、举报邮箱、电
话等各种渠道反映“
四风”问题线索。
去年底以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就在稳步推进一项重大改革工作——
—
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 据
了解， 此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要是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了纪检监察机
构，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党委书
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的纪检
组（
纪委）是内设机构而非派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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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上海银保监
局日前披露的任职资格批复显示，核
准徐力担任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简称
上海农商行）董事长，核准顾建忠担任
上海农商行副董事长、行长，核准俞敏
华为上海农商行董事会秘书。
公开履历显示， 徐力现年 52 岁，
2015 年 11 月 3 日起任中共上海农商
银行委员会副书记； 曾任中国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
理、 上海市外滩支行行长、 党总支书
记、上海市分行行长助理、上海市分行
副行长、党委委员。
该批复下发 4 个月之前，去年 12
月， 上海市委组织部曾发布任职前公
示， 顾建忠拟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赴任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行
长。现年 45 岁的顾建忠长期任职上海
金融国资系统，挂职上海金融办 2 年，
还担任上海银行、上海国际集团高管。
去年下半年以来， 上海农商行登
陆 A 股筹备工作已有诸多动作。 证券
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上海农商
行 A 股首发（
IPO）项目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均已于去年选聘完成。 按公
示，主承销商方面为国泰君安、中信证
券、海通证券中标；律所方面，选择了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上海农商行规模体量居于国内农
商行前列。 据该行最新发布的同业存
单显示，截至去年 6 月末，该行行总资
产达 7948.15 亿元；盈利实力也靠前，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93.06 亿元， 实现
净利润 38.4 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去
年 6 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 0.98%，较
年初下降 0.1 个百分点。
上海农商行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25 日，是由上海国资控股、总部设在
上海的法人银行， 是全国首家在农信
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
行；前五大股东有上海国资委、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宝山钢铁、太平洋人寿保
险、上海国际集团。

国元证券一季度
净利润增逾153%
昨日晚间，国元证券披露的 2019
年一季报显示，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5 亿元，同比增长 56.3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 亿
元， 同比增长 153.46%。 截至一季度
末，公司总资产达 879.48 亿元。
具体来看， 国元证券一季度实现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97 亿元，同比
增加 2.1%。 其中，投行业务和资管业
务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 9687.03 万元
和 972.63 万 元 ， 同 比 分 别 减 少
11.34%和 27.32%；经纪业务手续费净
收入为 1.94 亿元，同比增长 13.85%。
（王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