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觊觎光伏业 信托推新能源主题产品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光伏产业为信托公司打开了另

外一扇门。

近日， 英大信托推出了一只新

能源集合信托计划， 投向山东一家

光伏电站。 业内人士认为，这或是国

内首只直接投向光伏电站的信托计

划。 而在此之前，杭州工商信托与爱

康科技宣布合作， 成立信托计划助

力后者开展光伏电站的并购、投资。

信托业内人士认为， 进军新能源领

域有助于信托业务的创新拓展，但

要建立在符合自身资源禀赋、 专业

优势的基础之上，警惕当年“涉煤”

信托悲剧的重演。

首吃螃蟹者

英大信托官网显示， 这只名为

“蓝天-T001号” 新能源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的产品从6月20日开始推

介，计划募集资金3亿元，共分3期募

集，第一期计划募集资金1.5亿元，第

二期计划募集资金1亿元，第三期计

划募集资金0.5亿元。

资料显示， 该信托计划的资金

将投向山东熠峰光能有限公司47兆

瓦太阳能并网发电项目，其中1亿元

对熠峰光能进行股权增资， 并按出

资比例持有不超过90.91%股份，另

外2亿元用于向熠峰光能发放信托

贷款。 为确保股权投资的按期退出，

英大信托与润恒光能及其控制人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 此外，为确保

贷款安全，润恒光能签署《股权质押

合同》，将润恒光能持有熠峰光能股

份质押；与熠峰光能签署《电费收费

权质押合同》、《固定资产质押合

同》，将电费收费权和电站主要资产

设立抵质押； 与润峰电力及其控制

人签署《保证合同》，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

据悉， 该信托计划的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9%至9.5%。 英大信托在其

官网表示， 该电站已获山东省发改

委核准，根据相关文件，该电站将执

行1.2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山东省

作为经济大省， 电力需求一直存在

较大缺口， 该电站全部满负荷发电

量可就地消纳，不存在限电现象。 太

阳能发电项目是国家明确鼓励发展

的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安全可靠。

有信托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这样

的产品并不多见，这或是首个直接投

资于光伏电站的集合信托计划。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近期英

大信托副总经理张传良公开表示，

新能源行业与合同能源管理是英大

信托重点开拓的业务领域。 前述业

内人士认为， 英大信托之所以看好

这一领域的业务， 或与其股东背景

有很大关系。

资料显示， 英大信托的大股东

为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84.55%。而国网英大

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防涉煤悲剧重演

事实上， 这并非信托第一次进

入光伏产业领域。此前，一些信托公

司就与相关新能源企业合作， 助力

其项目并购。 今年3月，爱康科技发

布公告表示， 为尽快实现光伏发电

快速推进的业务发展目标， 结合光

伏电站持续稳定收益的特点， 公司

同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就清

洁能源项目的并购、 运营开展合作

并达成意向协议。

公告称， 爱康科技与杭州工商

信托的合作主要包括： 一是双方拟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具备投资价值的

光伏电站开展并购、投资合作；二是

杭州工商信托将作为受托人发起设

立一个或多个信托计划， 暂定总募

集资金不超过10亿元， 用于与爱康

科技开展目标项目的投资合作，双

方根据后续情况调整合作规模；三

是爱康科技拟以其自身或控股子公

司作为投资主体与杭州工商信托就

目标项目开展并购、投资的合作，双

方在项目公司的具体合作模式和权

益比例需另行协商确定； 四是当约

定的合作期限届满， 杭州工商信托

将获得相应收益并退出。

“新能源产业本身有着广阔的

发展空间， 进军这一领域有助于信

托公司创新业务。 ” 前述信托业内人

士说，“不过， 要警惕当年涉煤信托

悲剧的重演。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10

年左右， 房地产进入新一轮调控周

期， 信托公司在传统房地产业务方

面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需要寻找新

的业务增长点。 当时，涉煤信托被认

为是信托公司创新转型的业务，涉

煤信托产品密集成立。 然而，去年以

来，多只涉煤信托发生兑付危机，涉

矿信托更是因此“无人问津” ，这些

现象引发业内人士反思。

前述信托业内人士认为，现在信

托公司开展新能源领域业务要吸取

涉煤信托的教训，要摆脱“一窝蜂”

和“大干快上” 的风格，创新业务要

建立在符合自身资源禀赋、 专业优

势的基础之上。

避险情绪导致

贵金属获重生

□

北京天誉金泰 夏鹏宇

美股连续创出历史新高， 引起市

场对美股存在泡沫的担忧； 而房地产

市场尚未全面复苏， 若想维持美元的

霸主地位， 推高国际原油价格无疑是

最好的选择。 基地组织在遭受美国多

年的反恐打击后，突然间死灰复燃，出

现在伊拉克， 并组织起强大的反政府

武装，一度有进军巴格达的迹象，令人

十分诧异。 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原油价

格飙升。 避险情绪的攀升推动贵金属

大幅上行。

在美联储FOMC利率决议后第二

个交易日，COMEX突然出现5亿美元

的巨量多单， 推动黄金跳升6美元/盎

司，这是自去年黄金暴跌以来的第一次

报道的贵金属巨量多单，说明国际资金

看好贵金属的意愿增强。 青岛港融资骗

贷事件进一步发酵，某些企业为获得贷

款，出售实物黄金而在期货市场上空头

回补进行对冲，平仓买入，也是推升贵

金属期货价格上行的动力之一。

从技术走势上来看，贵金属震荡区

间自暴跌以来，逐渐收窄。黄金本次反弹

并没有触及前期的1180美元/盎司低点

而在1240美元/盎司出现反弹； 白银在

18.7美元/盎司的前期底部出现蹿升，说

明贵金属的边际成本逐步被市场测试出

来，是贵金属比较坚实的相对底部区间。

年内美元指数出现区间震荡格局， 始终

未能走强， 但是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大幅

增加。天誉金泰认为，国际基金的介入将

为贵金属带来可观的升势， 是投资者在

年内可以操作的、为数不多的机会。

“公益金融”引领

金融发展新趋势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专家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尚未

完全复苏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慈善捐

助数额锐减，此时愈发体现出公益金

融的优越性。 我国的公益金融发展刚

刚起步，未来公益信托、公益理财等

大有可为。

已有国内企业探索

公益金融 (Social� Finance，又

称社会金融)，是一种区别于传统金

融模式的新型投资及财富管理方

式。 公益金融注重在产生经济回报

的同时，为社会带来福祉，例如提升

环境质量、帮助残障人士就业等。

一些公益金融的先行者， 如JP

摩根集团， 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践

行公益金融活动：2007年推出了基

于市场模式的、 旨在帮助低收入人

群以及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JP摩

根公益金融项目。 作为公益金融的

一种方式， 社会责任投资自2006年

以来，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目前

在全球50多个国家， 规模近4兆美

元，代表了金融的发展方向之一。 社

会责任投资的蓬勃发展， 意味着全

球金融创新、商业变革的新趋势。 社

区投资、微型金融、社会效益债券、

可持续商业及社会企业贷款等多种

形式，结果导向性的公益金融(即公

益创投)也是公益金融的一种表现。

专家表示，在中国，慈善捐助和

传统金融行为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

一些企业已开始进行不同层面的公

益金融创新实践， 例如2003年成立

的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为缺

乏条件启动创业和发展企业的创业

青年提供专业化的公益帮扶， 为青

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再如，

南都公益基金会7年来一直资助优

秀公益项目， 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

创新。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数百家具政

府背景的基金会，设立了教育、医疗、

扶贫、妇女、儿童等领域的公益项目，

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打开通道。

商业智慧实践公益梦

宜信公司企业文化与CSR中心

总监徐秀玲近日出席首届中国公益

金融论坛时表示， 公益金融是金融

业必须参与的、 有利于社会福祉的

行为，是金融的一种模式，是一种带

有公益色彩(社会目标)的金融行为。

目前国内的公益金融处于探索期。

多数专家认为，公益金融需要

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近日银监

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

的指导意见》 (简称 “99号文” )中

明确了信托行业发展转型方向之

一，即完善公益信托制度，大力发

展公益信托，推动信托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

信托业内人士指出， 发展公益

信托极为重要。 随着泛资管时代的

到来，信托业的牌照优势逐渐削弱，

应回归信托本业， 加强主动管理功

能是大势所趋， 也是监管层调控的

重点。 公益作为信托与生俱来的功

能， 决定了公益信托在信托转型中

将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要实现公益

信托的落地和大规模推广， 一些制

度障碍亟待破除。 为尽快落实公益

信托制度，首要的是尽快明确“公益

事业管理机构” 。 另外，信托监察人

的资格和具体权利义务也应当尽快

明确。

CFP图片

银保合作趋冷 互联网渠道得利

□

本报记者 李超

随着6月底临近，4月1日起实

施的《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关

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

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 已生效将

近一个季度。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在走访商业银行网点时发现，

银保合作目前呈现明显的 “降

温” 趋势，保险产品对此渠道的依

存度也有所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

保险公司推动保费收入渠道向互

联网转型， 银保损失的业务或可

通过互联网销售得到弥补， 而这

种转型尚需时日。

银行渠道降温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银行网点

里发现， 目前对于保险产品的推

介，银行方面热情并不高，部分网

点未配备专门人员接受保险销售

业务咨询。

某商业银行业务经理表示，目

前银行自身理财业务的快速扩张，

对于保险销售业务的重视程度远

不如前， 而且银保新规下发后，各

家银行都严格规范了代理销售行

为，银保合作的热情很快冷却。

“目前保险的宣传单还在放，

但一般不会摆在特别醒目的位

置，也不会做特别的推荐。 现在这

方面的收入在逐步缩小。” 该人士

表示。

有消息称， 在银行与险企代

理销售依存度降低的过程中，已

经有部分股份制银行放弃了此项

业务，如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

另有银行仅代销母行旗下保险公

司的产品。

对此情况，有业内人士认为，

近年来银行逐渐重视自身开发的

各种理财产品， 在销售上可以更

方便地吸纳储蓄资金， 而且在中

间环节还可以获取销售费和管理

费。 而保险产品虽然也有很多是

以年化收益率为销售点， 但在同

等条件下与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

竞争力显弱。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主任

王岩岫日前表示，截至今年4月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余

额达到13万亿元，理财产品品种将

近5万款。 银行理财产品去年累计

为投资者带来4500亿元收益。据此

测算，到今年中期，银行理财产品

余额有望冲击14万亿元，接近2012

年底余额规模的两倍。

而保险产品销售误导的事件，

早在银保新规出台之前，就已成为

银行业清理规范的重点内容之一。

前述银行人士表示，银行会认为这

方面有“代人受过” 的感觉，一些

业务经理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当，

很容易遭致投诉等争议，客观上抬

高了银行管理成本，也是银保合作

趋于冷淡的原因之一。

网络吃饱？

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势头不

明之际，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以人保寿险为例，其5月银保

渠道保费收入13.24亿元，该公司

的银保业务占比已经由2007年的

70%跌至60%以下。 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到，此前，人保寿险的业

务扩张主要依赖银保渠道发行短

期产品。

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目前多

家保险公司都在强调发展多元化

的销售策略， 正是为了规避银保

业务萎缩可能带来的保费下降风

险， 这不是只有一两家公司面临

的情况。 对于银保期缴率走低、业

务内含价值下降、 退保压力增大

的情况， 各家公司都要考虑保持

长期持续稳健经营的方法， 而银

保渠道显然已经不是可依赖的最

优选项。

此前有保监会人士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银保新规出台后，

对于规范双方合作将起到明显的

正面作用， 但对于部分保险公司

的业务结构可能会提出更严峻的

挑战。长期以来银行内的“保险角

落” 已成为牵扯保险公司人力和

精力的重要因素， 除了需要适时

派出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外，保

险公司还需要向银行缴纳3%至

4%的手续费。 保险公司是否还能

倚重这一渠道， 业内已经出现质

疑之声。

业内人士认为， 保险公司纷

纷尝试开发适合互联网渠道销售

的产品， 实际上已经显示出行业

推动渠道转型的倾向。“银保业务

可能会继续跌， 但如果互联网保

险业务逐步发展起来， 有很大的

可能性抵消掉银保渠道保费的损

失。 当然这只是目前渠道转型的

方向之一， 即使保险公司有这样

的定位，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