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加速度”

信托公司掘金资本市场（主）

本报记者 刘夏村

A股牛蹄飞扬，信托踊跃入市。

据用益信托网统计，今年一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成立规模分别为489.3亿元和447.9亿元，同比增加三倍有余。 同时，尽管受到 2月节日因素影响，但一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规模环比增加41.1亿元，该业务的成立规模占比已由 1月的16%上升至24%。 种种迹象显示，信托资金向证券市场的配置愈发倾斜。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由于资本市场投资价值显现以及投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等市场因素共同导致。 目前不少信托公司大力掘金资本市场，业务呈现多样化。

证券投资信托加速度

来自用益信托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集合资金信托的发行规模为3081.2亿元，成立规模为2564.5亿元，其中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规模为489.3亿元，成立规模为447.9亿元。 而在去年同期，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成立规模分别仅为145.7亿元和122.6亿元，同比增加3倍多。

环比来看，去年四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规模为 448.2亿元，比今年一季度少41.1亿元；成立规模为453.4亿元，虽然规模略大于今年一季度，但实际上，由于一季度受年末假期因素影响，集合资金信托成立规模总体呈现小幅下降，从规模占比来看，去年四季度这一业务的成立规模占当期成立规模14%，小于今年一季度的 17%。 值得注 意的

是，在今年1月，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成立规模占比为 16%，而在3月已达到24%。

实际上，从去年7月A股走牛以来，证券投资信托业务随之升温。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去年三季度末，证券投资信托规模为1.74万亿元，占比14.27%。 相比去年二季度的12.75%占比，提升了1.52个百分点。 在去年四季度末，资金信托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规模为1.84万亿元，占比为14.18%，相比2013年末10.35%的占比，同比增加 3.83个百

分点；相比 2014年3季度末的14.27%占比，环比基本持平，但规模增加1000亿元。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表示，资金信托对证券投资占比的提升，主要缘于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显现以及投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等市场因素。

多维度掘金

实际上，随着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凸显，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式微，信托公司在调整业务方向，从多个维度发力资本市场。

例如，中诚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15年开始，将更多进行权益类投资。 中诚信托的证券市场类产品将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内布局，一是通证券投资，可投资于上海、深圳、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银行间 /交易所债券、场外 /场内交易证券投资基金等；二是结构化证券投资，包括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股票、债券、基金）、伞形结 构化基 金投资

信托、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三是定向增发；四是并购 /PE投资，包括房地产并购融资、收购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此前一直以房地产信托业务见长的四川信托，在去年宣布大力发展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并将之视为业务转型的路径之一。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四川信托除大力发展传统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外，已经开始发力新三板业务，多只新三板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有望在近期落地。

另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十几家信托公司开始布局新三板业务，新三板信托产品或“蜂拥而至”。 普益财富表示，新三板是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头戏，无论是政策支持力度还是挂牌公司质量，都预示着这个市场近几年有较大投资机会，将成为信托公司在2015年业务转型的突破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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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加速度”

信托公司掘金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证券投资信托加速度

来自用益信托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集合资金信托的发行规模为3081.2亿元，成立

规模为2564.5亿元，其中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

发行规模为489.3亿元， 成立规模为447.9亿

元。而在去年同期，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

成立规模分别仅为145.7亿元和122.6亿元，同

比增加3倍多。

环比来看，去年四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

的发行规模为448.2亿元， 比今年一季度少

41.1亿元；成立规模为453.4亿元，虽然规模略

大于今年一季度，但实际上，由于一季度受年

末假期因素影响，集合资金信托成立规模总体

呈现小幅下降，从规模占比来看，去年四季度

这一业务的成立规模占当期成立规模的14%，

小于今年一季度的17%。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

年1月， 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成立规模占比为

16%，而在3月已达到24%。

实际上，从去年7月A股走牛以来，证券

投资信托业务随之升温。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

会的数据显示，在去年三季度末，证券投资

信托规模为1.74万亿元，占比14.27%。 相比

去年二季度12.75%的占比，提升了1.52个百

分点。 在去年四季度末，资金信托对证券市

场 的 投 资 规 模 为 1.84 万 亿 元 ， 占 比 为

14.18%，相比2013年末10.35%的占比，同比

增加3.83个百分点； 相比2014年3季度末

14.27%的占比，环比基本持平，但规模增加

1000亿元。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表示，资

金信托对证券投资占比的提升，主要缘于资本

市场投资价值的显现以及投资多元化资产配

置需求等市场因素。

多维度掘金

实际上， 随着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凸显，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式微，信托公司在调整业务

方向，从多个维度发力资本市场。

例如，中诚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5

年开始，将更多进行权益类投资。 中诚信托的

证券市场类产品将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内布

局，一是通证券投资，可投资于上海、深圳、香

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银行间/交易所债券、

场外/场内交易证券投资基金等； 二是结构化

证券投资，包括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股票、

债券、基金）、伞形结构化基金投资信托、伞形

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三是定向增发；四是并

购/PE投资，包括房地产并购融资、收购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

此前一直以房地产信托业务见长的四川信

托，在去年宣布大力发展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并

将之视为业务转型的路径之一。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 四川信托除大力发展传统证券投资

信托业务外，已经开始发力新三板业务，多只新

三板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有望在近期落地。

另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

已有十几家信托公司开始布局新三板业务，

新三板信托产品或“蜂拥而至” 。普益财富表

示， 新三板是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头

戏，无论是政策支持力度还是挂牌公司质量，

都预示着这个市场近几年有较大投资机会，

将成为信托公司在2015年业务转型的突破

口之一。

A股牛蹄飞扬，信托踊跃入市。

据用益信托网统计，今年一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成立

规模分别为489.3亿元和447.9亿元，同比增加三倍有余。 同时，尽管

受到2月节日因素影响，但一季度证券投资集合信托的发行规模环比

增加41.1亿元， 该业务的成立规模占比已由1月的16%上升至24%。

种种迹象显示，信托资金向证券市场的配置愈发倾斜。

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由于资本市场投资价值显现以及投资多元

化资产配置需求等市场因素共同导致。 目前不少信托公司大力掘金

资本市场，业务呈现多样化。

生猪保险龙游样本

政策全覆盖营造获利空间

□本报记者 李超

在保险公司尝试联合政府、 企业的力量

缓解病死猪肉流入餐桌的问题上， 浙江省龙

游县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

日前在当地调研时发现，政府、企业、财政、

保险四方联动发力生猪保险， 既使得养殖企

业和养殖户获得了更多保障， 也为保险公司

留下盈利空间。 同时，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企

业在获得政府按头数补贴的前提下， 获得新

盈利点。 在保监会规范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

理的大背景下，养殖户投保积极性增加，保险

风险得以分散， 地方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状

况得到改善。

发力生猪保险

据龙游县畜牧局局长林海虎介绍， 龙游

县共有生猪养殖企业及养殖户1.1万余户，病

死猪随意丢弃现象时有发生。 2013年起，龙

游县逐步建立以生猪全区域统保为依托，以

病死猪集中碳化处理为主要形式的生猪无害

化运行机制。

生猪保险发挥的作用是，投保人为符合

条件的生猪进行投保， 一旦生猪出现因疾

病、天灾等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

将按约定进行赔偿。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开

展的生猪保险实施细则提出，按能繁母猪与

育肥猪1:20的比例计算投保数量， 保费每

头27元，其中养殖户承担（自交保费）每头

4.05元。

浙江省内的相关业务涉及到包括人保财

险、太保财险、安信农险、中华联合财险、永安

保险、浙商保险、中国大地保险等7家公司组

成的共保体，其中人保财险占有约70%份额。

2014年，人保财险龙游县支公司生猪保险保

费收入达4224万元。

对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公司则享受政

府补贴政策，并按程序严格处理流程。浙江集

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灿表示， 无害

化处理中心每处理一头病死猪，可以获得80

元政府补贴， 这样的处理中心的门槛设定在

3000万元。 目前处理中心盈利能力良好，病

死猪经处理后生成的无害化生物碳， 可以作

为土壤膨松剂、有机肥或工业净化剂，也可以

处理加工出工业油脂。

保险公司有盈利空间

保监会3月下旬公布的 《农业保险承保

理赔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发生养殖业事故

时， 保险公司应配合相关主管部门督促养殖

户依照国家规定对病死标的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将无害化处理作为理赔的前提条件，不

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不予赔偿。

在四方联动模式下，保险公司将受益。人

保财险龙游支公司总经理詹春林表示， 龙游

生猪保险费率为4.5%，与原生猪保险费率一

致。从保费支付构成看，各级财政给予85%的

保费补贴，其中，中央、省、县财政分别承担

40%、20%、25%的保费， 养殖户只需自负保

费的15%。 如果考虑到未决赔款及参保及保

单到期时间不一等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这类

业务的赔付率区间会在76%到78%， 未来可

能突破80%， 从而给保险公司留下一定的盈

利空间。

保险在当地的全覆盖不仅增加了养殖户

的投保积极性， 还使得生猪保险有足够大的

量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 更多的社会价值

则在于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 林

海虎表示，以前因在沟边、桥边发现河里的死

猪， 龙游县一度不敢吃市场上卖的包子或馄

饨，现在这类问题都已明显改善。

房贷新政各地落实

“大不同”

银行业内称不会“一刀切”

□本报记者 陈莹莹

3月末，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发

文松绑二套房贷款政策， 将二套房首付

比例最低降至四成。 对于房贷新政的落

实，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发现，目前各

地银行反应“大不同” ，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表现积极， 但其余地方则反应相

对“淡定” 。

银行业内人士表示， 房贷新政全面

落实尚需一段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银

行不会采取“一刀切” 策略，在实际操作

中银行将根据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的客

户， 灵活设定相应比例的首付要求来控

制风险。

首套房8字头利率成主流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3月末房贷

新政出台之后，各地落实进度不一，但北

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反应显然更加积

极。 9日，上海公布最新的公积金贷款新

政，上海调整后的公积金政策为，购首套

房及二套普通住宅， 个人和家庭公积金

贷款上限调至50万元、100万元；补充公

积金上限再增10万元、20万元。

而记者走访多家商业银行时发现，

目前北京市多家银行首套房利率折扣最

低能达到8.8折，个别外资银行甚至能到

8.5折， 而上海地区甚至有银行开出了7

折利率的地板价。 融360监测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共有6家银行执行新政。 此外，

随二套房首付比例一起降低的还有首套

房贷款利率， 首套房8.8折开始成为主

流。 二套房方面，尽管房贷新政降低了首

付门槛，但二套房贷款利率尚未松动，各

家银行普遍维持基准上浮10%。

北京一家房地产中介人员告诉记

者，“房贷新政下来， 银行这边调整还是

挺快的。 目前我们合作的中行、农行、工

行、交行、建行、北京银行、兴业银行等都

可以为首套房购买者提供最低8.8折优

惠利率。 ”

新政全面落实需时日

对于各地房贷新政落实的 “大不

同”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考虑到各银行

战略定位不同，未来房贷政策不会“一刀

切” 。 比如银监会曾提示，三四线城市的

房地产信贷风险需高度关注。 而长三角、

四川、 内蒙古等地按揭房贷违约风险也

呈现升温趋势， 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在制

定政策时将保持审慎、保守的态度，二套

房贷款政策的放松程度或有限。

融360人士预计， 对于三四线城市，

最有可能执行的二套房政策为首付5成

以上，利率为基准上浮5%以上。 华夏银

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行将遵循“因

地施策，分类指导” 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本行个人住房贷款和公积金组合贷款的

信贷政策和准入条件。 根据借款人信用

状况、还款能力等，具体确定首付款比例

和执行利率， 确保政策着力点落到支持

居民家庭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上来。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张旭表示，近

几个月以来连续的利好政策， 一方面极

大改善了各方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另一方面推升了买卖双方的入市热情。

尤其是房贷政策的宽松， 其效果直接作

用于贷款成本，促使购房成本有所下降。

根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 经过连

续两次降息后，3月， 北京市购房商贷平

均利率降至5.32%， 较2014年利率高位

时期下降1.17个百分点 （2014年8月购

房商贷平均利率为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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