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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深度参与，将会给

债转股市场带来优质的增量

资金。保险资金，尤其是寿

险资金期限较长、规模大，

与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比较吻

合，这也更利于帮助降低企

业杠杆，服务好实体经济，

防范金融风险

五部门发文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市场化债转股再添险资生力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晨阳

原油期货涨跌停板幅度扩大

券商、险资、地方政府联手——

逾5000亿元纾困资金加速进场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河南郸城综合整治防税收流失

近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人民
银行办公厅、银保监会办公厅等五部
门下发 《关于鼓励相关机构参与市场
化债转股的通知》（下称 《通知》），
鼓励保险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
各类机构及资本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
务。其中，《通知》 进一步明确允许符
合条件的保险集团 （控股） 公司、保
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设立专门
实施机构从事市场化债转股，允许保
险业实施机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险企进一步参与债转股

事实上，今年 8 月份，银保监会等
五部门联合发布 《2018 年降低企业杠
杆率工作要点》（下称 《工作要点》）
中已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
机构新设实施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
股。由于此前五大行已在债转股实施
机构方面有所布局，《工作要点》 出台
则意味着保险机构涉入债转股项目有
了明确政策支持。时隔 3 个月，《通
知》 下发，则为险资深度参与债转股
进一步指引方向。

所谓债转股，一般是指把原来银行
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股权、产权
关系。市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
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给这些遇到暂时
性困难的企业一定缓冲期，帮助企业改
善和调整优化资本结构，推动这些企业
迅速走出困境。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7月31日，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达到
17325亿元，资金到位3516亿元，资金
到位率20.29%，涉及115家企业。从已
签约项目看，银行及所属实施机构签约
项 目 占 比 超 80％ ， 资 金 到 位 占 比 超
70％ 。 债 转 股 的 主 角 是 银 行 及 所 属
机构。

“险资深度参与，将会给债转股市场
带来优质的增量资金。”业内人士指出，
保险资金，尤其是寿险资金期限较长、
规模大，与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比较吻
合，这也更利于帮助降低企业杠杆，服
务好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据悉，
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一般期限较长，通常
在 3 年以上，且募集资金较大，这与保
险资金的特点相契合。

按照相关规定，险资可通过直接或
间接途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项目。“直接
参与债转股的方式，包括发起设立股权
投资计划或资产支持计划产品、直接开
展股权投资。间接参与债转股的方式，
主要是指购买债转股相关证券化产品、
投资债转股相关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以债转股项目为投资标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某保险资管人士介绍说。

多方式入局为企业纾困

对于选择何种方式参与不良资产处
置，也就是债转股项目，不同险企有着
各自的考量。此前，不少保险机构布局
债转股业务采用入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方式，眼下政策进一步放宽。“多数大型
保险机构会考虑设立专门实施机构或设
立私募股权基金入局市场化债转股，中
小险企将更倾向通过购买债转股相关的

证券化产品参与债转股。”有市场分
析称。

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不仅拓展了险资
的投资渠道，也为服务实体经济发挥了
积极作用。从中国人寿目前已落地的债
转股项目来看，包括川气东送项目、陕
煤债转股基金项目、中国船舶债转股项
目、电投黄河 （嘉兴） 能源投资合伙企
业债转股基金项目等，为相关企业降低
了资产负债率、公司杠杆率，补充了运
营资金，有效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
区域发展战略。

“其实，面对规模较大的不良资产处
置市场，险资并未大量涌入，而是审慎
前行。”某保险机构相关人员解释说，一
方面，优质项目有限，且竞争激烈，同
时部分企业试图规避资产价值减损，希
望以原有价值转股，这直接导致险资参
与市场化债转股项目较难对接；另一方
面，保险机构在债转股业务上缺乏经验
和人才储备，对债转股项目相关资产的
议价能力、尽职调查能力、风险管理能
力等稍显不足。

在市场化原则前提下，险资研判债
转股收益水平是否符合投资和风控标准
是入场的必备程序。比如：一些暂时困
难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会给险资带
来丰厚回报，但已经严重失信的企业却
蕴含较高风险。还有部分实施债转股的
企业计划增加权益资本，以降低有息负
债，这样一来，企业的经营机制很难改
变，也给保险机构的股权投资带来了定
价风险和退出风险。因此，“险资在把
握市场化债转股带来的机遇时，必须强
化风控管理。”上述保险机构相关人
员说。

各项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据悉，目前助推市场化债转股项目的
主力军仍是银行业，除五大行外，兴业银
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等股
份制银行也陆续加入了债转股行列。“如
今，险企愈加深度参与进来，则需尽快组
建负责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团队，制定符合
保险资金属性的实施标的筛选流程，且加
强与银行、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探索处置
不良资产的更多可能。”相关专家表示。

从政策端来看，鼓励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是既定方向，但关于市场化定价、信用
评估机制、优惠措施、退出机制等配套
政策尚不明晰。据了解，下一步监管层
或从调整债转股资本充足率监管政策，
明确资本市场对市场化债转股的支持政
策，降低债转股实施机构和企业税收成
本，建立低效资产减值评估确认机制等
方面有序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努力创新
业务模式，帮助企业纾困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机构入局市场
化债转股和银行业参与债转股项目定位
不同，多数银行是将手中债券转变为股
权，险企则主要是加入相关资产交易。
不过，在当前金融业持续严监管、防风
险态势下，债转股作为资本市场防范金
融风险重要一环，银行、保险、证券等
各类机构在参与中，该如何整合资源、
优化配置，共助企业降低杠杆率，缓解
明股实债等问题更为关键。

可以预期，尽管市场化债转股空间
很大，但要实现参与各方互利共赢，依
然任重道远。

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徐松报道：建立综合治税
大数据信息平台，建立税源动态管理制度，把涉税单位涉
税信息合二为一，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等新技
术，绘制重点税源分布图……河南郸城县从维护纳税人
合法权益、营造公平透明纳税环境入手，开展综合治税防
止财政收入流失，助力脱贫攻坚。2017年度综合治税查
补税收1.06亿元，2018年已查补税款7868万元。

郸城县建立了税收专项治理制度，坚持依率计征、依
法征收，采取“以电控税”法，在全县窑厂行业共查补税收
1463万元；采取“综合测算”法，在全县商砼行业共查补
税收1367万元；采取“查账征收”法，在全县医院、学校、
驾校、医药经销等行业共查补税收3516万元……同时，
该县畅通涉税举报渠道，建立了涉税举报查处机制，两年
来共接到涉税举报和政策咨询100多起，通过群众举报
已查补税收2206万元。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近日，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简称“上期能
源”）发布通知，将原油期货合约涨跌停
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各提高 3 个
百分点至 8%和 10%。其中，交易保证
金比例的调整从 11 月 28 日收盘结算时
起执行，涨跌停板幅度的调整从 11 月

29 日起执行。
据了解，此次调整不仅适用上期能

源已上市原油期货合约，还将适用后续
上市的原油期货合约。市场人士普遍认
为，上期能源出台这一措施非常及时、必
要。近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外原
油期货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加大。比如，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以及英
国布伦特（Brent）原油在两周内出现 3
次跌幅超过5%的情况，国际油价的波动
幅度近两周已达到了 6%-7%的水平。
上期能源在此前扩大近月合约及主力合
约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将扩板范围
进一步扩大至所有已上市合约及后续上

市合约，有助于为市场提供更充分的流
动性，应对价格波动，有助于内外盘原油
价格接轨。

另一方面，在价格波动较大、市场
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及时提
高交易保证金比例，有助于防范市场
风险，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有关专家
建议，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形势复杂多
变，影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
多，市场参与者应熟悉掌握规则充分
考虑各种风险因素，提前做好风险防
范措施，理性投资，共同维护市场平稳
有序运行。

连日来，各路纾困资金加速进场。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11月28日，券商、险资以及各个地方政府成立或拟成
立的纾困专项基金规模超5000亿元。

截至11月28日，券商支持民营企业系列资管计划
落地规模超700亿元。其中，兴业证券、光大证券、中泰
证券、湘财证券等15家证券公司均已完成协议签署，并
承诺自愿出资，承诺出资规模累计达440亿元。同时，各
券商也在有序推进系列资管计划具体落地，已有15家券
商共成立了16只系列资管计划和1只子计划，出资规模
总计约315亿元。

国泰君安证券在行业中率先出资25亿元，于11月5
日成立“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系列之国君资管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专项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
纾解股权质押困难，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资金运用将以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财务投资
为主要方式，以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和治理结构相对稳
定为主要目标，通过市场化、多样化、个性化方式，为符合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业提供流动性
支持。

11月6日，广发证券以自有出资10亿元成立“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广发资管FOF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积极为优质民营企业纾解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提
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广发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
品管理方面，该计划将发挥广发证券强大的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优质丰富的投行及并购资源以及广发资管主动
投研管理优势，增强标的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优化上
市公司资产结构，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张
永冀透露，未来随着资管计划落地，银行业、保险业以及
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参与其中，证券公司在挑选需要支持
的民企项目时，或将不会局限于自家的股权质押相关
项目。

除了券商外，各大保险公司也密集设立了约860亿
元纾困专项产品。继国寿、太平、人保、新华、阳光等五
家保险资管成立共计780亿元规模的纾困专项产品后，
日前泰康也设立了 80 亿元规模的纾困专项产品，参与
化解优质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积极服务实
体经济。

此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宁夏、江西等17个省
区市地方政府和国资委均已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成立或
拟成立纾困专项基金规模合计约2560亿元。比如，近日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发起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河北省上市公司
新动力纾困基金，并将引入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产
业资本等共同参与，旨在帮助河北省民营企业、民营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纾解股票质押及流动性风险，支持河
北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有关专家表示，随着各纾困专项基金纷纷成立并开
展运作，民营企业股权质押风险有望得到缓解。

本版编辑 梁 睿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分局批

准，下列机构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青海贵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贵德农商银行

英文名称：QINGHAI GUIDE RURAL COMMER-

CIAL BANK CO.,LTD.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84年4月1日

住所：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南大街73号

机构编码：B1803H363250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00387452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1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收购的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

一、债权资产概况
（一）债权标的金额
债权合计约322,740.78万元，其中本金287,960.59万元（含抵债资产45,193.61万元）,利

息34,780.19万元。具体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企业名称

安科机器人有限
公司
安防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
安防智能（中国）
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冠智能
机器人集成有限
公司
智慧城市系统服务

（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德银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宝莱科
技有限公司
瑞谷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企业所
在地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本金（人民币元）

1,293,785,984.21

708,499,777.50

152,999,600.00

47,000,000.00

74,941,256.48

498,830,034.14（其中
抵债资产账面金额为

451,936,121）

99,336,838.42

4,212,393.10

利息（人民币
元）

112,761,200.60

58,458,696.92

11,589,893.69

3,596,092.74

6,526,873.87

149,167,687.78

4,981,340.37

720,109.92

合计（人民币
元）

1,406,547,184.81

766,958,474.42

164,589,493.69

50,596,092.74

81,468,130.35

647,997,721.92

104,318,178.79

4,932,503.02

担保方式

抵押+质押+
保证

质押+保证

质押+保证

质押+保证

质押+保证

抵押+质押+
保证

抵押+质押+
保证

保证

注：1、上述数据计算截止日为2018年9月1日，后续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最终需以实际转让结果为准；

2、第 6 户债权深圳市大德银投资有限公司抵押物已由法院依法裁定抵债，抵债金额为
451,936,121元。该项本金498,830,034.14元为现不良贷款本金与抵债金额合计值。

（二）资产分布情况
主要位于深圳市，部分相关资产位于惠州、杭州、宁波、常州、长沙、包头等地（详见资产公司

对外网站公告附件）。投资者可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http://www.gwamcc.com）
或向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上述债权情况最终以合同、借据，法院判决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相关部
门产权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提供的以上信
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投资者应自行详细、全面了解上述债权资产情况。

二、处置方式
公开竞价转让、拍卖、挂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三、交易对象资格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四、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附条件）。
五、公告发布日期
2018年11月29日
六、公告有效期限
自发布之日起1个月。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月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七、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崔女士、贺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193393、0755-82212359、0755-82212225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大厦A座37楼
邮政编码：51800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尉女士 联系电话：0755-8221252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1月2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对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的资产处置公告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