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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益标准发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4 月份 444 家银
行共发行 8738 款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数环比减
少4家，产品发行量环比减少1091款。银行理财产品为
何会“缩水”？

“4月份银行理财发行‘缩水’与贯穿整个4月份的银
行理财监管收严有关。”普益标准研究员丘剑军表示，4
月份，银行业开始大范围自查整顿。银行理财业务自查
的重点是同业理财，因而一些有监管压力的银行主动缩
减和清理了部分同业理财发行量。

融 360 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表示，监管的主要目的在
于控制风险，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的投资行为，
尤其是一些高风险高收益投资行为，理财产品发行数量
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有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理财负债端资金成本高
企，且季末时点性已过，短期流动性需求下降，为降低成
本，银行主动缩减理财发行规模。“从过去几个月来看，1
月份和 2 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理财产品发行量会偏少
一些，3月份投资者理财需求被释放，理财产品发行量大
增。4 月份理财产品发行量下降也与 3 月份基数高有
关。”刘银平说。

按银行类型来看，数据显示，4月份所有银行类型的
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均有所减少，其中国有控股银行与城
市商业银行发行量缩减幅度较大，占总发行量的比例分
别为 14.24%、35.37%，相应的发行量占比分别较 3 月份
下滑 1.04 个百分点、0.53 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与
农村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发行量也同步缩减，但缩减幅度
较小，相应的发行量占比小幅上升。

展望后市，大多分析人士认为需分长短期来看。
“目前出台的都是监管方面的要求或建议，还没有具体
的监管细则，而且银监会也表示会给银行一定的缓冲期
或整改期，短期来看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不会大幅下
降。”刘银平表示，长期来看，如果银行的高风险投资
途径被限制，理财资金将会更多投向低风险领域，会导
致产品收益率下降，部分客户流失，从而进一步使理财
产品发行量下降。

“今年被称为银行理财监管年，在持续监管高压下，
银行理财的违规操作将会被大量清理，银行理财将在更
规范和明晰的制度下运行。”丘剑军表示，从近期市场调
研情况来看，由于机构（普通公司）对于理财的需求逐步
从安全性考虑转向收益考虑，因此未来公司理财的发展
也将快速提升。

本报讯 记者周琳 常艳军报
道 ：区 块 链 技 术 在 资 产 证 券 化

（ABS）领域的正式应用终于开花结
果。5 月 16 日，百度金融与佰仟租
赁、华能信托等在内的合作方联合
发行国内首单区块链技术支持的
ABS 项目，发行规模达 4.24 亿元。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为此次ABS资产
运作透明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幅
提升了项目的效率、安全性和可追
溯性。据悉，此项目为个人消费汽
车租赁债权私募ABS。

昆仑信托发展研究部高级主管
张雅楠认为，对区块链技术的开创
性使用，成为此单 ABS 项目的最大
亮点之一，也是国内首单以区块链
技术作为底层技术支持，实现 ABS

“真资产”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区
块链主要使用了去中心化存储、非

对称秘钥、共识算法等技术，具有去
中介信任、防篡改、交易可追溯等特
性。在有限的金融机构参与节点情
况下，为保留区块链的技术特性，百
度金融还在实践中对区块链作了适
应性改造。通过百度安全实验室的
协议攻击算法，确保协议和通信安
全；通过百度极限事务处理系统，可
以支持百万 TPS 的交易规模，极大
降低了交易成本。

“该项目的另一大特点是由信
托机构、互联网公司、租赁公司等不
同性质的专业机构结合在一起从事
消费金融领域创新，这种跨机构和
领域的合作在业内并不多见。”张雅
楠说，从此单ABS的底层资产看，还
实现了汽车租赁领域的部分功能创
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汽车租赁
债务领域流动性难题。

据悉，区块链技术在实践中还
结合了百度金融大脑、人工智能等
技术，采用联盟链实现 ABS 全生
命周期管理，通过权限管理及非对
称加密保证节点信息安全；使用分
布式存储方案实现去中心化；再
提供一套标准的底层框架，实现
各方智能合约的编写。这些技术特
点与 ABS 行业相结合，解决了交
易各方对底层资产质量真实性的信
任问题。

百度金融自 2016 年 10 月份开
展场外 ABS 业务以来，主要发力消
费金融市场，并依托在技术领域的
领先优势，实现业务快速稳健发
展。近几个月以来，创设场外消费
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规模已达 80
亿元，成为行业内重要参与者和创
新力量。

首单区块链技术支持证券化项目落地
有效解决各方对底层资产质量真实性信任问题

银行理财发行明显“缩水”
既有监管趋严因素又与3月份高基数有关

本报记者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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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配置需求减弱及发行利率上升影响——

债 市 再 现 取 消 发 行 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随着二级市场持续调整，一级市场
更是“压力山大”。今年前 4 个月，债券市
场出现了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的债券
推迟或取消发行潮。尤其是近两个月，调
整更明显。Wind资讯统计显示，今年3月
份和 4 月份，推迟或取消发行的信用债
达 240 只，规模为 2067 亿元，规模和数
量超过去年同期。

与此同时，偿债高峰悄然而至。截至
5月5日，有近3.5万亿元信用债，包括短
融、中票、公司债、企业债和定向工具等，
将于年内到期，平均每月到期规模超过
4300亿元。

发行下降利率跳涨

受市场变化影响，企业取消或推迟
债券发行并不鲜见。

去年以来，债市已经出现过两轮集
中推迟和取消债券发行的情况。去年 4
月份，债市累计推迟或取消发行 144 只
债券，规模合计 1316 亿元；第二轮出现
在去年末，债市累计推迟或取消发行 96
只债券，规模合计977亿元。

不过，最近这轮取消发行潮持续时
间长且规模更大。从债券发行量来看，去
年末以来，信用债发行规模大幅下降，这
一状况持续至今。

Wind 资讯统计显示，今年前 4 个月
信用债发行规模合计1.5万亿元，不到去
年同期的一半。去年前4个月发行信用债
3.3万亿元。进入5月份，这种状况仍然在
持续。5月份第一周，非金融企业短融、中
票、企业债和公司债合计发行约 598 亿
元，总发行量较此前一周大幅下降。

同时，二级市场交易继续萎靡。5 月
份第一周，银行间和交易所信用债合计
成交2763.64亿元，总成交量相比前期有
所下降。天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孙彬
彬认为，去年以来债券市场的大幅调整

导致机构投资意愿不高，新债认购倍数
持续下滑。

企业推迟或取消发债的直接原因是
发行成本大幅攀升。4月27日，贵州贵龙
实业有限公司发行的一笔 5 年期 2A 级
债券的利率竟高达7.8%。当日，浙江昆仑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17 昆仑 01”
询价时利率区间为 7%至 9%，最终债券
票面利率为7.8%。

不仅如此，就连投资者觉得较为“靠
谱”的城投债发行成本也高达 7%左右，
两只 7 年期 2A 级城投债“17 黔南债 01”
和“16 营经开债 02”票面利率分别达
6.99%和 6.98%，发行成本较去年跳涨了
100 个至 150 个基点。天风证券统计显
示，今年以来，信用债发行利率在7.5%及
以上的债券数量共计22只。

多种因素推高成本

在债市“去杠杆”的背景下，资金成
本上升、政策收紧，债券市场供需不平衡
加剧，市场分化明显。

导致企业发行成本上升的一个因素
是不同评级债券流动性变化。从4月7日

起，中证登将可质押债券的债项评级提
高至3A级，2A+及以下的债券无法入库
质押。这意味着较低评级的债券流动性
变差、性价比变低。业内人士表示，因为
无法质押回购，流动性溢价自然也会被
计算到发行成本中。因此，这在一定程度
上推高了发行成本。

这样一来，部分信用资质较差的民
营企业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发行成本。今
年以来，发行利率在 7.5%以上的，除“17
贵 州 物 流 园 项 目 债 ”和“17 兰 花
CP002”发 行 人 为 国 企 之 外 ，其 余 20
只高息债发行人均为民营企业。当前一
级市场的发债主体以中高评级的国企为
主，民营企业流动性压力较大、融资渠道
也相对有限，不得不背负更高的融资成
本。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央国有企业
和地方国有企业占据了 82%的债券发行
规模，民企的发债份额则大幅压缩。

信用风险的持续暴露，也使得债券
投资者风险偏好显著下降，进而抬高成
本。2016 年 4 月份也出现过信用债集中
取消和延迟发行的情况，其导火索是短
期内系列信用事件集中爆发，投资者风
险偏好回落，信用债二级市场出现暴跌，

并传导至一级发行市场。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表

示，最近这一轮债券取消发行潮，主要是
在严监管下，信用债配置需求减弱以及
由此导致的发行利率上升所致。

尤其是进入 4 月份后，在密集监管
政策之下，不少机构在二级市场抛售债
券，使得二级市场的利率上涨压力传导
至一级市场，这导致更多的企业推迟或
取消债券发行，也使得高息债增加。天风
证券统计显示，企业发行利率在 7.5%以
上的高息债在 4 月份明显增多,共有 12
只，超过其他月份高息债数量的总和。

企业须尽早适应

在企业发债难的同时，偿债高峰悄
然而至。从5月5日计算，年内还有近3.5
万亿元信用债将到期偿还。

近年来，企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企业
发行债券的期限明显短期化，对再融资
的依赖程度有所提升。与 2016 年相比，
今年发行的债券以短融（占比50%）和中
票（占比 18%）为主，公司债（占比 20%）
和企业债（占比4%）则明显下滑。海通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在债市调整
背景下，部分企业难以回避较高的债券
融资成本。他提醒，最严重的后果是可能
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发行人应尽早适应。”李奇霖分析，
部分取消信用债发行的企业，衡量发债
和贷款的成本后，在有授信额度的情况
下转向了银行贷款。“但不是所有取消或
延迟发债的企业，都能如愿获得贷款。”
目前来看，取消和延迟发行的信用债，主
体评级低于成功发行的，这些企业在需
要现金流周转的时候，与银行贷款的议
价能力并不高。

李奇霖认为，在企业各类融资渠道
中，自我创造现金流和股权融资都较为困
难，严监管之下，信贷和非标成本都将提
高，通过信贷和非标获得融资支持的难度
也在上升。“相比之下，具备发债资质的企
业，债券融资依然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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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黑龙江省建重钢结
构有限公司

哈尔滨首泉农业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首泉农业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首泉农业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三力门窗制
造安装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三力智能
消防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哈尔滨兰圃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或合同签订日）

兴 银 黑
【2013】短 借
M031号
兴银黑[2014]
承兑M016
兴银黑[2014]
承兑M017
兴银黑[2015]
展期M001

兴 银 黑
2013I101

兴 银 黑
2013I102

兴 银 黑
2013I103

兴 银 黑
【2014】流 贷
D030

贷款发放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合同金额（截止
2015 年 5 月 31
日本金余额）

20,000,000.00

7,309,032.91

8,381,000.00

19,976,303.47

17,358,885.57

19,698,201.30

18,226,364.99

128,211,461.00

利 息 余 额（截 止
2015年5月31日）

1,474,480.05

325,618.18

372,954.50

627,220.12

1,228,979.67

1,465,871.30

1,249,825.02

1,156,439.96

担保人

抵押人：孙柏青

抵押人：哈尔滨首泉农业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杨连庄、哈尔滨三
力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杨连滨、哈尔滨三
力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杨博仁、哈尔滨三
力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保证人：伊春市百佳实业有
限公司、深圳品牌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或担保合
同签订日）

抵押合同：兴银黑【2013】
抵押M031

抵押合同：兴银黑【2014】
抵押M001号

保 证 合 同 ：兴 银 黑
2013I101、兴 银 黑 2013
保证I101
保证合同：兴银黑2013担
保 I102、兴 银 黑 2013 保
证I102
保证合同：兴银黑2013担
保 I103、兴 银 黑 2013 保
证I103
抵押合同：兴银黑【2014】
抵押D030
保证合同：兴银黑【2014】
担 保 D030、兴 银 黑

【2014】担保D06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与上海兴晟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与上海兴晟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兴晟峡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上海兴晟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上海兴晟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上海兴晟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5月19日

根据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仁磊商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青
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原始债权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依法转让给上海仁磊商贸有限公司。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或者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请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
仁磊商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仁磊商贸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债务人及债务信息截至2016年8月31日

一、斯帝尔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20134176.91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人方月燕、陈楠、陈仁春。保证人为上海
丰乾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方月燕、陈仁春、
上海乘方实业有限公司。

二、上海中望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14316470.20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保证。保
证人为武汉中西部钢铁交易有限公司、徐志香、
梁丽萍，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该笔商
票贴现业务出票人。

三、上海华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26999998.85元及

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保证。共同借
款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保证人为
上海春宇集团有限公司、薛光春、潘佩娟。

四、上海同业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28970571.27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保证。保
证人为陈继国、上海坤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
蒙古中材高岭土有限公司、山煤国际能源集团
晋中有限公司为该笔商票贴现业务贴现申请
人。

五、上海特种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21989645.65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人李立虎、戴丽梅、李旭浩。保证人为上
海菱海电缆有限公司、李立虎、戴丽梅。

六、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14880285.96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人杨春钱。保证人为中发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杨春钱、郑晓珍。

七、上海梅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30000000.00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人上海梅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陈
颖颖。保证人为上海万国五金电器批发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陈伟、罗春燕、陈文元、高凤鸣、王
建文、上海梅兰日兰电器集团成套电气有限
公司。

八、上海衡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21162962.85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
证。抵押人李君、曾海针、顾毓华。保证人为赵衡
凌、谈翼、上海汉圣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九、德联金属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借款本金余额 19999573.67 元

及相应利息、垫付费用等，贷款方式为保证。保
证人为法人代表张芃、钟仁宏，江西江锂科技有
限公司为该笔商票贴现业务出票人。

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仁磊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