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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实习生 崔笑驰

年末时节，压降任务不得松懈。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多家信托

公司日前再度收到来自监管部门的

“压降指令”，要求进一步推进“两项

业务”的压降工作。

按照上述指令要求， 各信托公

司以

2020

年底的主动管理类融资

信托规模为基础，

2021

年必须继续

压降约

20%

的比例；至于通道类业

务，监管部门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应

清尽清、能清尽清”。

另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监管部

门还要求相关信托公司将压降方案

上报， 由信托公司一把手亲自负责，

压降方案必须包括前期工作情况、压

降工作进展以及个案申请材料等。

监管部门此前为行业确定的

2021

年压降目标为：融资类信托规

模再降

1

万亿， 违规金融同业通道

清零，风险处置

3000

亿以上；房地

产规模不超过

2020

年末。

监管督导“两项压降”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银保监会

日前向各地方银保监局下发 《关于

进一步推进信托公司“两项业务”压

降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文件”），

要求进一步推进信托公司通道业务

和融资业务压降工作。

一方面， 要求加大信托通道业

务清理力度。 文件指出，

2021

年是

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时限的最后一

年， 各信托公司要进一步加大存续

通道业务的清理力度， 年底前必须

做到应清尽清、能清尽清，通道类信

托项目到期的原则上不得展期续

做， 未到期的应加强与委托方和交

易对手的协商争取提前结束。 而对

于确有困难， 年内无法结束或清理

的通道类项目， 应向监管部门申请

个案处理，并留存相关证明材料。

另一方面， 要求持续压降融资

类信托业务。文件重申，各信托公司

应严格执行年初制定的融资类信托

业务压降计划， 确保完成信托部下

达的任务。 新增融资业务应依法合

规，穿透识别底层资产，不得“假投

资、实融资”，以投资为名行融资之

实，规避额度管控。

在力促完成压降任务的同时，

风险防控工作也不能松懈。 监管部

门向信托公司强调，要统筹“两项业

务”压降和风险处置，持续关注房地

产业务领域的风险， 确保不因处置

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

推进压降已近两年

监管部门全力督导信托公司

“压降”已有接近两年时间。

2020

年上半年，银保监会下发

《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

工作的通知》， 对信托公司提出了

“三位一体”的工作目标。 重点是要

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

处置和化解工作； 对压降信托通道

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要求信托

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 投向不合

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本报此前曾报道， 监管部门

2020

年为信托公司制定的压降计

划是， 全年全行业压降

1

万亿元具

有影子银行特征的融资类信托，在

2019

年末基础上继续压降

2

万亿

元通道类信托。

2020

年中，各大信托公司收到

来自银保监会的窗口指导， 明确各

家信托公司压缩主动管理类融资信

托的具体规模———以各信托公司

2019

年底的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

规模为基础，各自压降比例约

20%

。

至

2020

年底，为了保证全年压

降万亿融资类信托的目标达成，多

家信托公司收到了来自监管部门的

窗口指导。 “必须完成年度压降任

务”。 针对一些业务数据仍处高位、

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信托公司，监

管部门发出“全面暂停融资类业务”

的通知。

监管人士表示， 压降通道业务

和融资类信托业务， 不仅过去要求

压，现在要求压，今后还会要求压。

监管政策不会一刀切停止信托公司

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 而是会逐步

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 促使其

优化业务结构， 直至信托公司能够依

靠本源业务支撑其经营发展。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官方数据

显示， 在监管明确要求压缩融资类信

托的情况下，融资类信托规模自

2020

年三季度以来连续下滑。截至

2021

年

二季度末， 融资类信托规模降至

4.13

万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35.92%

；融资

类信托占比降至

20.02%

， 同比降低

10.27

个百分点。

严禁违规调表数据造假

在今年

2

月

7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

信托监管会议上， 监管人士明确传达

2021

年将继续开展“两压一降”，主要内

容包括： 融资类信托规模再降

1

万亿，

违规金融同业通道清零，风险处置

3000

亿以上；房地产规模不超过

2020

年末。

行业观察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监管部门年末发文重申压降任

务， 应该是为了保证各大公司能顺利

完成年初设定的压降目标。

2020

年部

分信托公司没能顺利完成压降任务，

还被监管部门在内部会议上通报批

评。在后续检查的过程中，监管部门也

发现了个别信托公司为了完成表面上

的压降数据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操作，

在此次的文件中也进行了特别警示。 ”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在新近下

发的文件中， 监管部门要求各信托公

司内部严格把关， 严禁违规新增信托

通道业务、违规调表和数据造假。

数据来源：中国信托业协会 杨卓卿/制表 翟超/制图

多家私募重返新三板

坚守者“守得云开见月明”

证券时报记者 谭楚丹

11

月

15

日，

81

家公司在北交所挂牌

亮相。北交所的设立，也成功吸引了大量私

募股权机构聚力“掘金”。公开资料显示，包

括红杉资本、深创投在内的“豪华团队”重

返新三板市场。

私募机构拥抱北交所

自北交所设立的消息宣布以来， 新三

板市场热度也明显升温。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三板做市指数

9

月至今已大涨

逾

40%

，创新成指涨逾

30%

。

多家知名机构受此吸引也重返新三板

市场。以创新层企业和创科技为例，红杉资

本旗下深圳市红杉瀚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和北京启创科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现

身该公司定增项目的认购方。据了解，红杉

上一次现身新三板定增还是五年前。

除红杉外，深创投、高瓴、阿里、腾讯等

资本近期也积极参与新三板定增项目，提

前布局北交所。

有一批始终坚守在新三板市场的机构

则“守得云开见月明”。 多年来在新三板市

场摸爬滚打的指南基金董事长王军国就表

示， 北交所的横空出世给私募基金带来了

极大影响。据了解，该私募基金在新三板投

资已有五年时间。

他谈到，鉴于目前从创新层到未来北交

所上市的顺畅流程，私募基金产品的封闭期

有望进一步缩短，被投企业的退出方式也更

为多元。“北交所诞生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初筛标的池扩大， 过去我们着重从已实现

或者预期能较快实现净利润

5000

万以上

的三板企业中去做筛选， 北交所诞生后这

一初筛标准可以放宽， 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资本化路径在北交所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

王军国表示，

2015~2019

年新三板开始

进入发展震荡期，这五年时间也是大浪淘沙

的过程，是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考验。 过去的

新三板市场存在着有限的资金供给和大量

企业资金需求不匹配的核心问题，即供求关

系失衡，这与市场一直诟病的交易制度关系

不大。 也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段时期，指南基

金在投资风格上也更趋谨慎和理性。

寻找IPO潜力标的

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 多家投资机构已

开始在“专精特新”上抢占赛道，比如中科创星

曾表示将坚持在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

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

制造等领域进行早期投资，挖掘冠军企业。

也有机构着力“物色”具有

IPO

潜力的

企业。 盈科资本表示，将积极寻求潜在的北交

所上市标的， 以工信部颁布的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名单、省级“专精特新”名单为参考。

王军国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指南基金长

期以来在新三板市场中寻找具备

IPO

潜力的

公司， 此前发行的

4

只基金及自有资金共投

资

10

家新三板公司， 已有

8

家实现

A

股上

市。目前，该公司还针对北交所的设立申请了

证券私募基金牌照。

据王军国介绍， 指南基金更倾向于采用

精准打法，投资的企业少而精，该公司推出的

每只基金一般只会投资

3~4

个项目， 适度集

中资源。在筛选投资标的时，主要从行业或细

分市场的龙头企业中筛选， 偏好投资具有稀

缺性的、拥有较深“护城河”的企业。

从投资领域来看，王军国表示，指南基金

在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两大领域布局的企业

数量相对较多，主要源于领域内企业属于我国

战略新兴产业，企业数量也相对较多，有足够

多的标的可供选择。 另外，信息技术企业营收

不受产能限制，业绩爆发性强，且利润率高，现

金流充裕，上市后往往能获得较高的估值。

新三板市场信心重建

北交所开市前夕，精选层持续走强，多只

个股表现抢眼，比如森萱医药、诺思兰德、同

力股份等

11

月以来累计涨幅逾

30%

。

王军国表示， 北交所开市前精选层确有

不少公司股价上涨较多，从估值来看，也未到

非理性的阶段， 部分公司虽然市盈率为三四

十倍，但依然处于合理水平。

对于创新层的投资机会，王军国表示，目

前创新层行情分化严重， 部分创新层公司的

估值已经被炒得很高， 但仍有一大批企业估

值在十几倍，甚至十倍以下，基本面优质的创

新层公司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

在经历前期长达四年的“腥风血雨”后，

投资者是否已对如今的新三板重拾信心？ 对

此，王军国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新三板

仍缺信心， 市场上很多新三板基金净值仍然

处于低位，有些投资人对新三板市场偏悲观。

“我觉得信心的建立还需要时间，目前新三板

市场仍然是以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经验丰富

的个人投资者为主。 ”

安信证券分析师诸海滨表示， 前期投资

人的主要担忧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流

动性较低， 二是部分新三板公司治理存在缺

陷。但随着北交所开市，此两点担忧已大大改

善。 流动性方面，截至

11

月

12

日，开市后合

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

400

万户，

与科创板开市时候的

380

万户基本相当；公

司治理方面， 北交所相关监管规则强调细化

明确各方责任， 建立健全严格的信息披露规

则体系，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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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再收监管指导 通道类“应清尽清、能清尽清”

监管部门强调，要统筹“两项业务”压降和风险处置，持续关注房地产业务领域风险，确保不因处置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