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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资金是融资租赁公司的“血液”，

然而，过分依赖银行、融资渠道单一

是我国融资租赁公司自诞生之日起

即面临的桎梏。因此，拓宽融资渠道

已成为融资租赁行业发力的领域。

近日，浦东两家融资租赁公司率先破

题，为行业破解资金困局树立了标

杆。截至7月底，浦东融资租赁企业

为 266家，比 2013年末增加 94家，约

占上海全市的七成。

首单金融租赁
证券化产品今发行

今日，注册在陆家嘴的交银租赁

将正式招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规模为 10.1234亿元，票面利率为基

本利率加基本利差，这是我国首家试

点资产证券化的金融租赁公司。

今年3月份，银监会发布修订后

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允许经

营状况良好、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

司，经批准后可开展资产证券化业

务。仅半年后，交银租赁已拿下金融

租赁资产证券化的首单。

交银租赁该项目负责人文辉表

示，这一租赁资产证券化是参照标准

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设计。具体

操作办法为，由交银租赁作为委托人

将入池资产委托给交银信托，交银信

托以信托计划为载体设立资产池，发

行资产支持证券。

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以贷款作为基

础资产不同，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的

基础资产是租金。发行文件显示，此

次证券化项目资产池由交银租赁已发

放租赁款的13个承租人，15个融资租

赁项目的应收租赁款组成，主要涉及

道路运输业、土木工程建筑业、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水上运输等四个行业。

上海租赁行业协会此前报告指

出，资产证券化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

了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缓

解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压力，降低其

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该协会透

露，融资租赁公司90%的资金来源于

银行贷款。

资产证券化给金融租赁公司带

来的不仅仅是新的融资渠道。文辉

表示，资产证券化能够实现盘活存量

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改善流动性、通

过转让物权实现出表目的，改善资产

负债的结构，“交银租赁以后还会继

续尝试展开资产证券化。”

据悉，在交银租赁之后，工银租

赁、民生租赁、华融租赁及江苏租赁

也将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融资租赁
发行首只中期票据

在金融租赁试水资产证券化时，

商务部辖下的融资租赁也登陆债市，

以拓宽融资渠道，首单同样落户在浦

东。9月10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 15亿元 5年期中期票据在银行间

市场正式发售，票面利率为 5.60%，

募集资金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补

充运营资金，这是商务部辖下融资租

赁公司首次登陆国内债务资本市场。

融资期限更长、融资成本更低，

是融资租赁公司中期票据的最大优

势。据悉，融资租赁周期短则三五

年，长则十多年，需要相应期限资金

予以匹配，但由于担保物有限、银行

流动性管理等原因，银行贷款一般只

集中在 1年至 3年，行业难以批量获

取中长期贷款，首单融资租赁中期票

据规模刷新了远东租赁单笔融资金

额的最高纪录，超过该公司存量5年

期贷款规模，且期限长达 5年，有利

于公司调整债务结构，支撑业务稳健

发展。

以远东租赁为例，2013 年年末

公司融资结构中，贷款接近三分之

二，在不考虑额外费用的前提下，其

5年期贷款平均利率约 6.4%，而该期

票据的发行利率仅为 5.6%，可为公

司节约财务成本数千万元。

此次远东租赁获准发行中期票

据，标志着一般融资租赁行业正式获

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受到远东

租赁发行中期票据鼓舞，中航租赁等

大中型融资租赁公司均有意登陆银

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筹资。

交银租赁发行首单金融租赁证券化产品

浦东融资租赁拓宽融资渠道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在宣布收购湘财证券后，大智

慧，这家位于浦东的金融信息服务

商，在互联网金融乃至金融领域的

布局并不仅限于此。

记者近日获悉，大智慧已敲定

四大业务板块，一是以海外五家分

公司为模型，打造国际资讯传媒平

台，目前已初步形成平台架构。

据大智慧董事长张长虹透露，

未来，大智慧将依托上述架构，在上

海自贸试验区打造中国面向世界的

平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

甚至纽约、伦敦，也都将复制该模

式，收购当地公司，将中国金融信息

流实时专业快速推送出去。”

大智慧将这一模式定位于国

际资讯传媒平台，类似于彭博，但

与彭博不同的是，每个地方的架构

一样，但均扎根在当地，服务本地

化，而彭博则是制造统一的信息，

向全球派送。

二是基于大数据的金融工程

板块，即“金融终端+交易”业务模

式，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

服务。据透露，金融工程板块主要

依托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数据体系已基本完善。

三是互联网金融。张长虹透

露，收购湘财证券后，会将券商业

务中一部分适合放到互联网上的

搬到平台上来。

四是将券商、保险和银行等传

统金融机构组建在一起，直接涉足

金融业务。

大智慧敲定四大业务板块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4
中国高净值人群养生白皮书》显

示，中国千万富豪主要分为企业

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

领”四种类型。其中，企业主在富

豪中的占比从去年的 50%提升到

了55%，而职业股民所占的比例则

从15%下降为10%。

《白皮书》显示，由于沪深股市

表现不佳，职业股民占千万富豪的

比例下降 5%，约有 10万人。在其

财富构成中，现金及股票占其总财

富的30%。职业股民平均拥有450
万以上的自住房产、200万的投资

性房产和50万的汽车。而在2013
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职业

股民的人数大约是16万人。

大约 60万名企业主占到了千

万富豪总人数的55%，比去年增长

5%。不过企业资产在其财富中的

占比有所下降，由去年的70%下降

为 60%。此外，他们拥有价值 200
万以上的住房，20 万以上的车以

及180万以上的可投资资产。

最近，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榜指

数，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

主席马云以218亿美元净资产（约

合为1339亿人民币）成为了2014年
最新的中国首富。紧跟其后的是腾

讯创始人马化腾（163亿美元），以及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158亿美元）。

投资房地产、拥有数套房产的财富

人士，占千万富豪的15%，比例同去

年相比没有变化，人数大约有16万
人。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资产的

90%。而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

公司的高层人士被纳入“金领”群

体，他们拥有高额年薪、公司分红等

来保证稳定的高收入。这部分人群

占千万富豪的20%。

胡润研究院：
中国股市富豪骤减6万人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9月底即将到来，但从这个季

末开始，理财产品收益率或将不再

延续季节性飙高。近日，银监会发

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商业银

行不得设立时点性存款规模考评指

标，合理控制月末存款偏离率，设置

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不得超过3%。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不得

违反规定擅自提高存款利率或高

套利率档次，不得另外设置专门

账户支付存款户高息；不得通过

返还现金或有价证券、赠送实物

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不得接

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等资金中介组

织的存款；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

款本金和利息；不得强制设定条

款或协商约定将贷款资金转为存

款，不得向“空户”虚假放贷；不得

将贷款资金作为保证金循环开立

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虚增存贷

款；不得将理财产品发行和到期

时间集中安排在每月下旬；不得

将财务公司等同业存放资金临时

调作一般性存款等。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商业

银行存款“冲时点”问题由来已久，

存款月末冲高、月初回落，月末存

款偏离度较高，季末尤为突出。一

些商业银行在业务开展中，通过高

息揽储、非法返利、延迟支付、以贷

转存、以贷开票、理财产品、同业业

务等手段吸存倒存。这也导致了

真实有效的存款数据与报表上的

存款数据的偏离，银行浪费在此上

的成本也大大增加。

银监会规定银行不得
设时点性存款考评指标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9月14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高级金融学院（SAIF）2014级金融

MBA、金融硕士及金融博士开学

典礼举行。

据悉，此次招收的新生中，全

日制学员与往年相比趋年轻化，平

均年龄仅约27岁。

金融 MBA项目新生中，较大

部分全日制学员曾就业于非金融

领域，攻读SAIF金融MBA项目以

期完成职业转型。而业余制学员

则囊括了部分金融界资深人士，平

均年龄约为30岁。

自 2014年起，SAIF金融MBA
项目在国内率先推出了“预备生培

养计划”，专门为申请者量身定制

包括热点热评、金融开篇、职业发

展、校友分享、艺术修养等多个方

面的培养课程。而在 2015年的招

生政策中，SAIF金融MBA项目的

奖学金达到了 1500 万元，创国内

商学院新高。

SAIF迎新开学季
全日制学员趋年轻化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继 5 月中旬集体增持自家股票

后，交通银行管理层近日再次从二级

市场买入该行A股股票，参与人数扩

大至 392 人，合计买入规模 1432.25
万股。近日，交通银行公告公布了这

一消息。

据公告，9月 10日至 11日，交行

14名总行董、监、高以自有资金在二

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合计78.4万股，

增持后，上述14人合计持有交通银行

134.71万股；交行省分行、直属分行、

海外分行、总行部门及子公司负责人

等核心管理人员共378人也在同一时

间段合计买入股票1353.85万股。上

述股票购买均设定三年锁定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明细显

示，交通银行管理层此次“团购”自家股

票的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 4.29元至

4.37元，尽管尚属于每股净资产之下，

但较上轮增持时的价格已攀升约15%。

5 月 13 日和 14 日，该行 13 名董

事和高管集体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

场购入自家银行的A股，合计增持达

到 56.31万股，增持价约为 3.75元至

3.77元。

一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交通银

行管理层大规模增持自家股票，或意

在布局股权激励。交通银行此前公

告证实，该行正在积极研究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的可行方案，以此推动公司改革的深

化。

金融企业股权激励目前最大的

障碍是财政部2008年出台的65号文

“关于清理国有控股上市金融企业股

权激励有关问题通知”，其中禁止了

国有金融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激励。

“若财政部 65 号文能在近期废除或

调整，交行股权激励制度有望取得实

质进展。”国金证券近日报告如此称。

该券商同时指出，在当前股价跌

破每股净资产时，交行股权激励采取

定向发行新股方案可能性较低，“很

大可能是大股东设立不超过总股本

1%的激励股份财产权信托，股份规模

或不超过总股本的1%，即7.4亿股。”

作为国企改革大潮中银行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最重要标杆和先行

先试的引领者，交通银行有望成为本

轮国企改革驱动的银行行情的新龙

头。自7月22日以来，交通银行累计

涨幅已近16%。

交通银行管理层再团购自家股票
或意在布局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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