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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利用资产支持票据，拓宽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渠道 

严华鑫  李欣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分析了资产支持票据的主要创新和比较优势，指出资产支持票据通过盘活

存量资产，有助于缓解部分高速公路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并介绍了高速公路企业发行资

产支持票据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关键词：资产支持票据(ABN);高速公路;融资;资产证券化 

1  《资产支持票据指引》出台，高速公路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增添新品种 

2012 年 8 月 3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布施行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这标志着资产支持票据（Asset-Backed Note，

简称 ABN）经过三年的研究设计后正式推出，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的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增

添了新品种。 

根据《指引》，资产支持票据是指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的，由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

具。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权属明确，能够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财产、财产权利

或财产和财产权利的组合。基础资产不得附带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或其他权利限制。企业

可选择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 

与传统信用融资方式主要依托发行人本身的信用水平获得融资不同，资产支持票据凭借

支持资产的未来收入能力获得融资，支持资产本身的偿付能力与发行主体的信用水平分离，

通过运用金融工程技术使企业拥有的有市场价值、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存量资产获得流动条

件和载体，从而有效提升企业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拓宽了低信用级别企业的融资渠道。 

根据协会的有关解释，“基础资产”既可涵盖收益类资产，例如租金收入、高速公路收

费权、地铁票款收入等，也可涵盖应收账款类资产，如承兑汇票、货物应收款、建设转移合

同债权（BT 合同）等，从而为今后在《指引》框架下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设计不同类型的

创新产品预留了空间
①
。 

2  资产支持票据有助于企业拓宽债务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2.1  现有案例反映的资产支持票据特点 

由于资产支持票据通过金融创新满足了企业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需求，在《指引》出台

后短短三周内，已有浦东建设、宁波城投、南京公用、天津房信等 4 家企业成功发行了 12

只资产支持票据，合计发行总额 45 亿元，南京城投也已注册了 10 亿元发行额度（如附表 1、

附表 2、附表 3）。 

分析上述现有案例的情况，资产支持票据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发行主体资质门槛降低：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信用级别低于 AA 的企业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较为困难（2011 年，企业债发行主体中仅有 2 家的主体评级为 A+、占比为 1.0%；

公司债发行主体的主体评级最低为 AA；中期票据发行主体的主体评级最低为 AA-且仅有 8

                                                        
① 交易商协会有关负责人就发布《银行间债务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答记者问. 

http://www.nafmii.org.cn/xhdt/201208/t20120803_16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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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比 4.8%
②
）。现有案例中各家企业负债率均高于 60%、净资产收益率最低为 1.43%、盈

余现金保障倍数最低为 0.13、主体信用评级最低为 A+，财务状况整体上并不优良，但企业

可通过证券化技术将一部分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加以盘活，使原来难以发行的信用债，转化

为债项评级相对较高的资产支持票据，相对满足了低信用评级企业的融资需求； 

（2）市场化利率降低融资成本：现有案例根据不同的信用级别、票据期限，通过银行

间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票面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较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最高降幅达

18.67%，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由于低信用级别企业向银行贷款一般需执行利率上浮，即使

企业发行利率高于贷款基准利率，仍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3）发行结构灵活：现有案例在一次注册后，发行额度分解到 1-5 年不同的期限，更

好地匹配了企业的资金使用规划； 

（4）发行方式灵活：现有案例均为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难度低于公开发行，根据《指

引》，未来也可实行公开发行，发行方式较为灵活； 

（5）基础资产多元化：现有案例的基础资产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BT 应收债权、公

用事业特许经营收入、租金收入等不同的收益类或应收账款类资产，发行基础多元化。 

2.2  资产支持票据对其他债务融资工具的比较优势 

通过对企业目前可运用的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在融资期限、融资成本、融资规模限制、融

资方式、交易平台等维度进行比较（如附表 4），可以看到，资产支持票据推出后，由于其

所具有的融资期限不限、融资成本根据信用级别实行市场化定价、融资规模不受净资产 40%

比例的限制、既可公开发行也可非公开定向发行、项目发行周期较短等一系列金融创新点，

与现有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相比，均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1）与银行贷款相比：实现了企业到市场上直接融资，既不受银行自身可贷资金额度

限制，也可对企业融资成本进行市场化定价； 

（2）与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相比：融资规模不受净资产 40%比例的限制，交易商协会

实行的注册制发行较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的审核制发行更为便利，通过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

的信息披露要求较低； 

（3）与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公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相比：融资规模不受净资产

40%比例的限制，通过非公开定向发行方式的信息披露要求较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要求

也有所降低； 

（4）与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相比：通过公开发行方式将可扩大融资规模； 

（5）与同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ABS）相比：避免了设立

ABS 需对基础资产权益进行转让的环节，交易商协会实行的注册制发行较证监会的核准制发

行更为便利，银行间市场的市场容量较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更大； 

（6）与信托、融资租赁、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相比：银行间市场的市场容量更大、

投资者范围更广。 

3  资产支持票据适应了当前高速公路企业的融资需求 

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行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部分高速公路企业面临“融资难”问

题。截至 2011 年底，全国高速公路已通车里程达 8.5 万公里，但距《交通运输“十二五”

发展规划》提出的 2015年底 10.8 万公里的目标，仍有 2.3万公里的建设任务。预计未来几

年全国高速公路年均通车 7,000 公里，年均投资 5,000 亿元,每年将新增负债 3,800 亿元
③
。

在建设节奏加快的背景下，高速公路企业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受宏观经济和货币政

                                                        
② 杨农.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报告.2011,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3。 
③ 吴新华.建立长效融资机制的构想.中国公路,2012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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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影响，银行收紧信贷、利率上浮，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不断加大；同时，2011 年 4 月云

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向债权人发函延期支付利息、2011 年 6 月五部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收

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等事件，对银行的信贷决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部分高速公路企

业出现“融资难”现象，多个省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甚至因限贷而被迫停工，如杭瑞高速湖

南段岳常高速
④
、安徽铜南宣高速

⑤
、陕西延吴高速

⑥
等。 

“融资难”问题凸显了高速公路企业传统上主要靠银行贷款进行间接融资的方式存在缺

陷，一旦银根紧缩，企业在财务和经营上易陷入被动局面，亟需拓宽融资渠道。但以各地交

通投资平台为代表的高速公路企业如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由于负债率高企、

盈利能力较低，也难以获得高信用评级和低融资成本。从部分省级交通投融资平台的财务状

况看，普遍负债率较高，主体评级多数不超过 AA+，如缺乏有效的信用增进，在市场化定价

的条件下将难以实现低成本融资。 

由于高速公路企业依法收取通行费，可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企业所拥有的高速公路经营

权是符合《指引》定义的基础资产。近年来部分高速公路企业还积极延伸产业链，开拓了高

速公路、市政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BT 等业务，企业资产中新增的 BT 合同应收债权也是

符合《指引》定义的基础资产。因此，资产支持票据的诞生，为高速公路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提供了创新空间，有助于解决“融资难”问题。 

4  高速公路企业如何利用好资产支持票据 

高速公路企业申请注册发行资产支持票据，需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管理办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定向发行规则》、《指引》等相关规则进

行，尤其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设计合理的交易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在设立破产隔离的 SPV 方面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
⑦
，且高速公路经营权转

让程序较为复杂，因此，高速公路企业如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目前可通过特殊目的账户隔离

的资产支持形式设计交易结构
⑧
。在基本结构的基础上，由于《指引》预留了较大的创新空

间，因此也可探索利用金融工程技术进行结构化分层设计，根据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

来设计票据的交易结构。 

（2）统筹财务安排，防范财务风险 

由于建设任务较重、新建成高速公路盈利能力较低、宏观经济减速导致通行费收入下降

等因素，目前高速公路企业多存在负债率较高、盈利能力较低、现金流趋紧等现象。发行资

产支持票据后，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项目投资而非替换贷款，可能带来负债率上升、资产流

动性下降等后续问题。企业应注意在经营中平衡规模与效益的关系，统筹财务安排，着力防

范新增负债带来的财务风险。 

（3）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少数企业在利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过程中存在市场责任意识缺失、对

信息披露工作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并因此受到警告、公开谴责、注销剩余注册额度等不同

程度的自律处分。充分的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心，高速公路企业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应当

增强市场化运作意识、投资者保护理念，严格履行披露义务。 

                                                        
④ 姚海鹰.河南交投集团杭瑞高速湖南段停工真相调查.时代周报,2012 年 4 月 12 日。 
⑤ 王雷,杨玉华.“好项目”为何变成“烂摊子”？——安徽铜南宣高速公路停工问题追踪.新华网,2012 年 10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8/c_12713428.htm。 
⑥ 周鹏.陕西延吴高速超半数标段停工.西安晚报,2011 年 8 月 21 日。 
⑦ 汪丰,徐隽文.资产证券化步伐与法律制度羁绊.上海证券报,2006 年 9 月 19 日,第 A19 版 
⑧ 交易商协会有关负责人就发布《银行间债务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答记者问. 

http://www.nafmii.org.cn/xhdt/201208/t20120803_16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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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募集资金不得用作项目资本金 

根据协会目前的审核政策，债务融资工具所募集的资金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则企业在

呈送注册文件时需提供发改委、环保、国土等部门的核准文件。因此，企业需在筹足项目资

本金后方可报送项目材料，资产支持票据的募集资金不得用作项目资本金。 

 

附表 1  已发行、已注册 ABN 的基本情况 

发行日期 发行人 公司主业 基础资产 期限 计息方式 发行总额 发行方式 票面利率 

2012.08.07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路桥施工、沥青

砼及相关产品、

环保产业 

高速公路建设

应收款 

1年 

附息固定 

1.8亿元 

非公开定

向发行 

4.88% 

2年 2亿元 5.25% 

3年 1.2亿元 5.35% 

2012.08.07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城市基础设施、

燃气、垃圾焚烧

发电、旅游、商

业、区域性开发 

天然气收费收

益权 

1年 2亿元 5.30% 

2年 2亿元 5.50% 

3年 6亿元 5.70% 

2012.08.07 
南京公用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水务、

公交、燃气） 

自来水销售收

入 
5年 10亿元 5.85% 

2012.08.24 
天津市房地产信托

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租金 

1年 3.4亿元 5.75% 

2年 3.6亿元 6.25% 

3年 4亿元 6.75% 

4年 4.4亿元 7.74% 

5年 4.6亿元 8.23% 

2012.08.21注

册，尚未发行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公用事业、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等 

城市快速内环

项目回购资金 
3年 \ 10亿元 \ \ 

注：表中信息来源为发行情况公告、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网站、企业官方网站、媒体报道。 

附表 2  已发行、已注册 ABN 的 5家企业的财务状况 

 总资产（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亿元） 
资产负债率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亿元） 

经营性净

现金流

（亿元） 

净资产

收益率 

盈余现金保

障倍数 

浦东建设 135.62 25.76 65.93% 2.05 0.27 7.96% 0.13 

宁波城投 783.34 153.09 72.80% 6.42 4.70 4.19% 0.73 

南京公用 287.85 68.37 73.46% 0.98 5.53 1.43% 5.64 

天津房信 \ \ \ \ \ \ \ 

南京城投 842.19 274.67 63.10% 8.45 8.40 3.08% 0.99 

平均 512.25 130.47 68.82% 4.48 4.73 4.17% 1.06 

注：（1）表中数据来源为各家企业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后按规定披露的 2011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 

（2）净资产收益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两列数据根据其余各列数据计算得出； 

（3）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的平均值为合计经营性净现金流与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 

附表 3  已发行 ABN票面利率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降幅 

  1年期 2年期 3年期 4年期 5年期 主体评级 债项评级 评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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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建设 18.67% 14.63% 13.01% \ \ AA \ 中诚信 

宁波城投 11.67% 10.57% 7.32% \ \ AA+ \ 中诚信 

南京公用 \ \ \ \ 8.59% AA+ \ 中诚信 

天津房信 4.17% -1.63% -9.76% -20.94% -28.59% A+ AA 中诚信 

注：（1）表中数据为已发行 ABN 的票面利率较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降低的幅度，体现了 ABN 降低企业债

务融资成本的程度； 

（2）浦东建设、宁波城投的信用评级数据来源为企业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后评级机构出具的 2012 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南京公用的的信用评级数据来源为评级机构出具的 2011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天津房信的

信用评级数据来源为近期媒体报道； 

（3）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 2012年 7 月 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附表 4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比较 

融资品种 主管部门 融资期限 融资成本 

平均融 

资规模 

（亿元） 

融资规

模限制 
融资方式 

交易流 

通平台 

发行 

周期 

市场容

量 

（亿

元） 

银行贷款 银监会 
短期、中期、

长期 

银行根据自身流动性

状况、企业资信等给出

基准利率上浮或下浮 

\ \ 间接融资 银行间市场 \ \ 

资产支持票

据（ABN） 

交易商协会 

不限 

与企业的信用资质、

融资期限相关，优质

企业的发行利率低于

同期限的银行贷款 

  

\ 
不受净

资产

40%的

限制 

直接融资 

 

公开/非公

开发行 

银行间市场 \ \ 

超短期融资

券（SCP） 
270天内 83.6 

直接融资 

 

公开发行 

银行间市场 2-3月 2,090 

短期融资券

（CP） 
1年以内 13.12 

待偿还

余额不

得超过

净资产

40% 

银行间市场 2-3月 8,032 

中期票据

（MTN） 

3年期、5年

期为主 
17.86 银行间市场 2-3月 7,270 

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

具（PPN） 

3年期以下

居多 
\ 

不受净

资产

40%的

限制 

直接融资 

 

非公开发行 

银行间市场 1-2月 \ 

企业债券 国家发改委 中长期 12.75 

待偿还

余额不

得超过

净资产

40% 

直接融资 

 

公开发行 

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市场，

以银行间市

场为主 

4-6月 2,485 

公司债券 

证监会 

中长期 15.56 交易所市场 1-2月 1,291 

证券公司专

项资产管理
\ \ \ \ 

直接融资 

 

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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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ABS） 非公开发行 

信托 
银监会 

\ \ \ \ 间接融资 无 \ \ 

融资租赁 \ \ \ \ 

直接融资 

无 \ \ 

保险资金债

权投资计划 
保监会 中长期 \ \ \ 无 \ \ 

注：（1）平均融资规模数据来源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报告 2011》； 

（2）发行周期根据企业资质、债项情况、发行方式有一定差别，表中时间为最短时间； 

（3）市场容量数据指 2011年该类工具实际发行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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