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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地银保监局已对8家信托公司开出14张罚单——

信托业严监管势头不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彭 江

□ 今年以来，各地银保监局已对8家信托公司开出14张罚单，合计超过1200万元。

□ 去年开始，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合规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罚单显著上升。今年以来，

信托业处罚增多，与严监管形势一致。

今年以来，多家信托公司出现了违
约和延期兑付事件。与此同时，监管层
加大了处罚力度，积极引导信托业规范
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今年以来，各地银
保监局已对 8 家信托公司开出 14 张罚
单，合计超过1200万元。

部分信托公司风险暴露

6月24日，安信信托公告称，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之杰”）所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被冻结。

公告显示，2019 年 6 月 21 日，上海
金融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据
此对国之杰持有的公司16.09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9.44%）予以冻结，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数量为14.55亿股，
冻结日期 3 年，冻结日期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经核实，上
述被冻结股份事宜涉及还款义务约3.99
亿元，其中2.4亿元尚未到期。

在此之前，安信信托在回复上交所
问询函时表示，截至5月20日，安信信托
未能如期兑付的信托项目共计25个，涉
及金额达 117.6 亿元。中泰信托也披露
多款信托产品延期兑付，长安信托多款
信托产品面临兑付危机。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一季度末，信托行业风险项目 1006 个，
规模为2830.59亿元，信托资产风险率为
1.26%，较2018 年四季度末上升0.28个
百分点。

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周萍分析称，
信托资产风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在强
监管背景下，银行表外资金加速回表，平
台公司举债也受到了限制，企业现金流相
对紧张。同时，少数信托公司展业比较激

进，导致逾期甚至违约事件增多。

房地产信托罚单不断

房地产业务是信托业投向一个重要
部分。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一季
度末，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余额 2.81
万亿元，占比为14.75%，较2018年四季
度末上升0.5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房地产信托监管趋严。5
月份，中国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开展

“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
通知》，此后房地产信托中4种变相为不
满足“四三二”条件的房地产项目融资输
血的做法，已被监管叫停。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各地银保监局
不断对房地产信托开出罚单。3月7日，
粤财信托被广东银保监局处以220万元
罚款，原因包括“违规开展房地产业务”；
3 月 22 日，北方国际信托被天津银保监
局处罚，原因是“违规发放房地产自营贷

款”以及“信托资金违规发放房地产贷
款”；5月23日，中融信托也因“开展房地
产信托业务不审慎”遭到黑龙江银保监
局处罚。

信托行业资深研究员袁吉伟称，去
年开始，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
合规要求，银行、保险机构罚单显著上
升。近期信托业处罚增多，与严监管形
势一致。目前来看，房地产信托业务可
能存在更多合规风险。信托公司需要提
升合规意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

部分公司承诺刚兑被罚

在资管新规的要求下，信托打破刚
兑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信托公司通常向投资者承诺，
当信托计划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
难时，信托公司需要兜底。但是，随着资
管新规正式落地，这些做法面临着新的
风险。

5 月 14 日，上海银保监局一日内公
布了 9 张罚单，规范辖区内多家金融机
构的多种业务违法违规行为，这些处罚
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4家银行和2家信
托公司。其中，被罚的 2 家信托公司分
别为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泰信托行政处罚显示，2015 年 7
月份，中泰信托违规承诺某信托财产不
受损失。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第二十八条、《行政处罚表》第二十七条
规定，上海银保监局对该公司给予警告
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264.36万元。

华宝信托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包含
多项：2018年3月份，违规发放某信托贷
款被用于证券交易；2017年8月份，开展
某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时，对个人理
财资金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未尽合规审
查义务；2016年11月份、2018年2月份，
该公司部分投资类银信理财资金投资于非
上市公司股权。因此，上海银保监局责令
华宝信托改正，并罚款共计210万元。

6 月 4 日，银保监会官网披露，浙金
信托被开出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
高管履职、股票投资信托及信托产品“双
录”等3项违法违规事实，被处以罚款80
万元。

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认为，罚单
只是手段，实质是为了规范行业行为。

“信托业罚单增多，一方面说明监管层对
信托业监管严厉态势不变；另一方面说
明信托公司在开展相关业务时，存在一
些业务不合规的现象。”帅国让说。

多家信托公司表示，监管机构公布
的处罚，对信托公司是一种指导和警
示。行业公司可关注罚单内容，紧跟监
管动态，更好地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
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整个金融行业良性
和持续发展。

日前，科技成果转化与资
产评估论坛在北京举行，专家
学者讨论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形
成的科技成果在许可、转让、合
资入股过程中如何避免国有资
产流失，科技成果资产评估的
理论研究等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资产评估的热点问题。

“随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修订实施，我国科技成果转
化进入新阶段，正成为把握新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大机
遇、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和科
技强国的战略抓手。”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副会长张更华表示。

张更华认为，发挥资产评
估的作用，有效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4
个方面：一是无形资产评估为
科技成果转化解决了定价难的
问题；二是有效地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三是调动科研人员积
极性，为科技成果入股提供依
据；四是使科技企业与社会各
方形成一种资产纽带关系，实
现良性发展。

“当前资产评估在科技成
果转化上已经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是资产评估还需要加强
以下方面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
化。”张更华认为，一是科技成
果转化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
法有待加强，在大数据下完善
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建
立更精准的评估模型；二是资
产评估准则还有待完善，在无
形资产评估准则的框架下，已
分步制定专利、商标、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等具体评估指南，完
善知识产权评估的准则体系，
但专门针对科技成果的准则还
有待完善；三是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十分重要，需要培养更多人才及加强培训。

如何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
整，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问题。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有关人士表示，将切实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
科技创新，努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政策

“舒适区”。
教育部财务司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章亿发介绍，

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共计办理科技成果评估备案项目
619项，总金额15.9亿元。其中，转让项目评估备案425项，
金额合计3.2亿元；许可项目评估备案58项，金额合计0.68
亿元；作价投资项目评估备案135项，金额合计12.03亿元。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正初步形成，下一步将依
托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一批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开展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等。”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处长沈文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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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证监会就《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出的创业板借壳上市松绑、恢
复重组上市配套融资等利好让资本
市场为之一振。

2008 年以来，《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在2011年、2014年
和2016年已经根据当时市场情况修
订了 3 次。并购重组政策之所以几
经修订，是因为资本市场诚信缺失、
监督机制乏力，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Wind数据显示，2013年、2014年
A股并购重组完成案例分别为81起
和 133 起，2015 年并购市场风起云
涌，当年并购完成数量高达 293 起。
在监管趋严后，2016年、2017年并购
重组数量回落。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并购重组
事件中，很多都是高溢价并购，中间
乱象迭出。明星持股的轻资产影视
公司要价几亿元、十几亿元的屡见不
鲜；几个微信公众号居然要卖几亿
元、十几亿元。被并购方往往吹牛皮
夸海口承诺业绩，反正业绩承诺也就

管3年。这3年间，当事方往往不惜
揠苗助长，枉顾企业发展规律，导致
业绩后继乏力。有的则用尽手段也
完不成业绩承诺，按约定应承担经济
责任，但真到赔钱的时候却发现吃进
去易吐出来难：要现金，没有；要股
票，已全质押了。此外，还有财务造
假的，比如连年亏损的上海香榭丽广
告传媒有限公司伪造财务报表以4.5
亿元高价成功“卖身”给上市公司粤
传媒；还有拿并购重组当工具掏空上
市公司巨额资产然后便蒸发的，如保
千里原大股东庄敏。

签并购协议时你情我愿，签约后
便反目成仇的也不鲜见。上市公司
文化长城近日公告称，总部对其并购
的翡翠教育已丧失控制权。2017年
底，文化长城发布公告以 15.75 亿元
收购 IT 培训机构翡翠教育 100%股
权，成为当年教育行业最大并购案。
不过完成股权过户之后，文化长城却
发现翡翠教育根本不听“使唤”，连正
常的财务审计都不配合。翡翠教育
原股东则称文化长城未完全支付股
权现金对价并诉诸法院。

并购重组乱象频发，根源在于并
购重组发起方往往是上市公司大股

东，而为重组埋单的却是整个上市公
司。既然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要他们
保持谨慎，恐怕也是想多了。

这些并购重组乱象，最终导致上
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Wind数据统
计，在 2018 年年报中，871 家上市公
司共计提商誉减值金额高达 1658.6
亿元,是A股商誉减值史上最高的年
份,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5
倍。无数中小股东为之心碎和埋单。

并购重组是市场主体的权利，有
利于盘活市场资源，促进上市公司做
大做强做优。但是真正让并购重组
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在放宽准入限
制的同时加强行为监管。

一是要加强对并购重组中介机
构的管理，对于那些不尽责甚至参与
作假的中介机构严查重罚。二是对
那些抛出高溢价并购方案的上市公
司刨根问底，推动中小股东积极监督
上市公司，防止大股东与被并购方私
下渔利。三是要改进对价支付形式，
多采用分期支付、期权支付等形式，
以防止被并购方完不成业绩承诺还
赖掉赔偿责任。四是要对那些未达
到并购重组目标的上市公司决策者
和管理者严肃追责。

并购重组要松绑更要严管
梁 睿

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作
为全国首个、江苏省唯一的支持产业
转型升级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
未来泰州市将着力构建区域金融资源
聚集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
支行行长李军近日在“泰州市金融支
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北京推介会”上表示。

据介绍，泰州市将加大对发展地
方产业联系更紧密的金融机构、类金
融机构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法
人大健康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

商业保理公司的筹建申报工作；同
时，将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生物医
药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产品，鼓
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贷款
保证保险等各类业务创新试点。

李军表示，除了构建区域金融资
源聚集机制，泰州市还将加大体制机
制的突破创新力度。其中，将加强对
以下三方面创新的可行性研究：一是
股债混合融资方式创新；二是给予金
融机构科技类不良贷款税前核销和
贷款利息收入税收优惠；三是降低科

技类贷款的风险权重，以期寻求体制
机制突破的切入点，更好地激发金融
机构活力，增强实体经济获得感。

截至 2019 年 4 月末，泰州市制
造业贷款同比增长11.3%，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增速居于全省
前列；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增速较改
革前提升7.7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比超过44%，比改革前提升
1.5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
较改革前提升3个百分点，信用贷款
同比增长38%。

江苏泰州国家级金改试验区
构建区域金融资源聚集机制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北京华商创展经贸有限
公司等 71 户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2016 年 4 月 30 日),债权总
额为 1,418,486,582.92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具体材料可
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
20个工作日，公告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26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
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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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方式：有意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26号一层南侧新闻大厦十一层领取相关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292648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6475595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一层南侧新闻大厦十一

层
邮编：10001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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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资产名称）
北京华商创展经贸有限公司
北京京鲁鹏程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凯世嘉年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联拓诚信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怡莲礼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远通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淳安祥瑞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色港湾旅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宗汉正大印刷厂
杭州崇钢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大众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戴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湖果品批发有限公司
杭州富春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富康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轮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金盟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贵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豪通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弘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华泰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金泰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联庄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雅洁旅游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天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沈飞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新联合钢铁有限公司
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新时代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赢品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振辉化工有限公司
嘉德威(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恒创工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康美宜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超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宝洁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丰之润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富帆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司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玖融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市象山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希望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逸高塑化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振邦化学有限公司
三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豪利来金笔有限公司
上海老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益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盟顺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年年丰粮油有限公司
深圳市喜联发健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风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浩驰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名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清源绿宇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赛银保安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山水郎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
浙江万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五环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夏之远船舶经营有限公司
浙江远征工贸有限公司
舟山市邦源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东海商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永美针纺织厂

债权金额(元）
23,053,822.44
5,716,539.88
6,952,788.07

11,170,275.01
20,885,680.37
11,114,022.21
5,051,126.26

12,414,538.68
24,117,970.17

22,000,000.00
40,000,000.00

6,650,383.59
231,484,884.49
13,086,964.11
42,253,312.97
7,989,198.87
5,190,041.86
5,084,626.68
9,116,834.00

35,000,000.00
8,129,692.37

21,830,000.00
50,823,298.62

10,000,000.00
8,861,379.60
6,108,666.67

21,103,048.29
7,683,271.97
5,109,565.10

15,520,739.83
7,000,000.00
35,365,135.45
11,674,179.94
8,097,014.12

11,889,351.17
9,079,804.00
18,128,573.58
30,226,815.93
9,997,870.47

13,908,434.54
19,881,968.41
43,887,138.25
13,108,691.00
23,266,362.76
8,072,646.00

12,589,087.99
19,978,076.20
18,846,298.20
42,883,039.79
8,541,842.08

24,602,338.07
26,946,767.23
13,119,655.22
9,783,351.97

20,572,142.69
50,070,822.33
23,913,282.99
8,177,454.17

15,000,000.00
7,741,711.97

16,256,083.60
31,417,127.42

10,000,000.00
10,166,670.80
11,668,521.40
16,518,981.02
22,321,213.25
21,160,138.00
5,632,841.59
8,268,457.18
5,224,020.03

本金余额(元）
22,816,384.44
5,672,099.88
6,835,530.07
9,915,265.34

20,000,000.00
9,833,747.92
4,999,126.26

10,000,000.00
23,589,193.59

22,000,000.00
40,000,000.00

6,501,871.47
220,000,000.00

12,986,276.11
39,964,321.58
7,989,198.87

5,000,000.00
5,000,000.00
8,987,590.21

35,000,000.00
8,000,000.00

21,830,000.00
49,649,093.75

10,000,000.00
8,861,379.60
5,998,604.83

19,570,747.62
7,347,456.97

5,000,000.00
13,000,000.00
7,000,000.00

34,4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11,800,000.00
9,000,000.00

15,000,000.00
30,000,000.00

9,997,870.47
13,638,732.61
19,715,079.41
43,887,138.25

13,000,000.00
20,000,000.00
8,000,000.00
12,589,087.99
19,978,076.20
18,846,298.20
42,883,039.79
7,000,000.00
23,999,681.56
23,987,330.43
12,933,081.22
8,500,000.00
19,899,335.93
49,774,052.33

23,000,000.00
8,000,000.00

15,000,000.00
7,741,711.97

14,500,000.00
25,769,330.43

10,000,000.00
9,870,951.94
9,999,885.08

14,999,781.80
20,000,000.00
21,000,000.00
5,000,000.00
8,000,000.00
5,000,000.00

利息余额(元）
-
-
-

1,143,609.67
767,957.37

1,168,874.29
-

2,414,538.68
528,776.58

-
-

115,472.12
10,246,727.49

-
2,027,966.39

-
190,041.86
84,626.68
54,144.79

-
129,692.37

-
878,965.87

-
-

110,061.84
1,352,200.67

-
62,568.10

1,963,977.83
-

965,135.45
1,674,179.94

97,014.12
89,351.17

-
3,128,573.58

226,815.93
-

193,184.93
-
-
-

3,093,929.76
-
-
-
-
-

1,475,903.08
486,256.81

2,794,636.80
-

1,204,242.97
525,815.76

-
750,520.99
177,454.17

-
-

1,756,083.60
5,469,152.99

-
295,718.86

1,585,299.32
1,347,430.22
2,321,213.25

-
555,831.59
268,457.18
224,020.03

费用(元）
237,438.00
44,440.00

117,258.00
111,400.00
117,723.00
111,400.00
52,000.00

-
-
-
-

33,040.00
1,238,157.00

100,688.00
261,025.00

-
-
-

75,099.00
-
-
-

295,239.00
-
-
-

180,100.00
335,815.00
46,997.00

556,762.00
-
-
-
-
-

79,804.00
-
-
-

76,517.00
166,889.00

-
108,691.00
172,433.00
72,646.00

-
-
-
-

65,939.00
116,399.70
164,800.00
186,574.00
79,109.00

146,991.00
296,770.00
162,762.00

-
-
-
-

178,644.00
-
-

83,337.00
171,769.00

-
160,138.00
77,010.00

-
-

担保情况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抵质押+保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