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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信托融御项目逾期背后
本报记者 陈齐乐 上海报道

只租不售
上述说法得到了另一位熟悉“和平莱茵广场”项目运作的和平集团内部人士的确认。 该内部人士表示，“老板把房子造好是出租给别人的，不是拿来卖的。 ”

2018 年信托行业第一
“雷”当属“英大信托 - 上
海融御特定资产收益权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无疑。
1 月 19 日，英大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英 大 信 托 ”）发 布 管 理
报告书，称“本信托计划预
计存续期限为 24 个月，信
托计划运行期间我司作为
受托人多次与回购义务人
上海融御商贸有限公司（下
称“上海融御”）沟 通 ， 要 求
其履行回购义务。 截至目
前， 上海融御尚未按时支
付回购价款”。 根据《信托
合 同》， 该 信 托 计 划“期 限
自动延展， 直至本信托计
划项下信托财产全部变现
之日”。
供职于上述信托计划
融资主体的一位内部人士
告诉《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
“英大信托 - 上海融御”项
目的清盘与退出有赖于该
公司另一商业综合体开发
项目“梅陇镇伦敦城”。 上
海和平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和平集团”）计划
出售后者的“三栋酒店式
公 寓 ”，“用 于 偿 还 客 户 的
钱， 以及之前康桥项目的
负债”。
而据和平集团预计，
“梅陇镇伦敦城”最早将于
2020 年竣工。 眼下，该公司
正在为项目寻找投资方。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间，和
平集团一直通过旗下投资
管理公司运作个人对企业
的融资项目。 其投资门槛
远低于英大信托计划，年
化收益率也高于信托。

英大信托公告称，“英大信托 上海融御”项目共分为两期，一期

时，一处位于“梅陇镇伦敦城”规划
用地内的空地上，停放有大量集装

现相关资产， 维护受益人和我司的

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 募集资
金 8 亿元人民币；二期成立于 2016

合法权益，努力保障信托安全”。
关于处置资产，英大信托在公
告中称，A 座 1.86 万平方米的办公

箱卡车及土方车，似为临时停车场。
记者询问该停车场门口的守门人，

年 6 月 8 日，募集资金 4 亿元。信托

楼
“
考虑出售因素，目前采取短租方

其表示
“还没有接到搬迁通知”。

资金“用于受让上海融御持有的特
定资产收益权”。

式”。 然而，这一说法却遭到了物业
方的否认。 记者曾实地探访“和平

事实上，关于“梅陇镇伦敦城”
的工期，虽然和平集团称将于 2020

所谓“特定资产”，指的是上海
融御持有的“和平莱茵广场”综合

莱茵广场”，其情形大致如英大信托
在公告中所称，惟有办公楼的处置

年完成施工建设，但尚没有一个人
能对这一项目的进度作出精确估

商业体。 英大信托称，该商业综合

与公告有所出入。

算。 上述内部人士称，“
梅陇镇伦敦

体包括一座酒店（B 座和平豪生酒
店）、一栋办公楼（A 座）及一家商

该大楼一位招商经理告诉记
者 ，A 座 办 公 楼 办 理 的 是 “大 产

城”项目将不会使用和平集团的自
有资金，该项目将通过“代资建设”

场 （C 座）。 上海融御于 2012 年 4
月取得产权证， 产证总面积为

证”， 只能整栋出售， 不能分割出
售。 同时，该办公楼“只租不售”，并

完成。“和平集团只负责
‘四证’（即
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81287.16 平方米。 上述资产已抵押
给英大信托。

不存在“短租方式”。 物业提供的租
约最长可以长达 4 年， 最短为 1
年。“我们推荐 2 年期的租约”，该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四证’下来
以后将会有融资方进来。 目前和平

除抵押品外，英大信托采取的
增信措施还包括上海融御实际控
制人周和平及其配偶为回购价款
提供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招商经理说。
上述说法得到了另一位熟悉
“和平莱茵广场”项目运作的和平集

上海融御以其 100%股权提供的质

团内部人士的确认。 该内部人士表

押担保；以及周和平名下另一企业
上海莲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莲
平实业”）100%的股权。

示，
“老板把房子造好是出租给别人
的，不是拿来卖的。 ”而“和平莱茵
广场”建设期间募集的资金及和平

英大信托称，其将“
积极督促上
海融御及其实际控制人尽快履行偿

集团的负债将通过出售“梅陇镇伦
敦城”的 3 栋酒店式公寓实现。

付义务， 同时我司将考虑采取包括
司法手段在内的多种措施， 处置变

和平集团官方介绍称，“梅陇
镇伦敦城”建设用地块为“闵行区

英大信托 - 上海融御项目的融资主体——
—和平莱茵广场。

本报记者陈齐乐 / 摄影

MHC10601 单 元 01-12A-01 地
块”。 和平集团希望将该综合商业

方米，地下 25 万平方米。 其将建成
4 幢 5A 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及各

体打造成“上海主城区西南部具
有地标性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功
能区”。

色仿英伦风格建筑。 上海本地媒体
在报道中称，该项目首期计划投资
100 多亿元。

根据规划，“梅陇镇伦敦城”由
和平集团旗下莲平实业开发。 该项
目东临莲花南路， 南靠马西浜，西
依都庄路，北沿老沪闵路，总占地
为 10 万平方米，拟建造总建筑面积

或许是由于刚刚开工的缘故，
在“梅陇镇伦敦城”的施工现场，记
者仅看到一处挂有“上海【和平·伦
敦城】项目工程指挥部”竖牌的三层
建筑物，其大门口还挂有“
伦敦城售

为 57 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 32 万平

楼部项目项目部”的金属牌匾。 同

集团及其合作方正在寻找融资
方。 ”该内部人士说。
“梅陇镇伦敦城” 在和平集团
内部被寄予厚望。 据了解，由于“和
平莱茵广场” 采取自主经营的模
式，因此和平集团在建设“和平莱
茵广场” 时的所有负债债权都被
“转移到了伦敦城项目上去了”。 通
过“伦敦城的资产覆盖所有负债”，
各方投资人有望借助伦敦城项目
实现退出。

冰山一角
目前该公司提供两种理财产品。 第一种是“
给和平集团做融资”的个人对企业“P2P”项目，第二种是私募基金产品。 目前两种产品的资金投向一致，均为和平集团旗
下华美达和平大酒店装修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英大信托 -

品。 第一种是
“给和平集团做融资”

募协议。 投资人需满足私募基金合

个月、半年不等的运作周期，不过没

多”，“
与其中产阶层家庭、商务人群

上海融御”项目或许只是和平集团
社会融资的冰山一角。 一家自称为
和平集团旗下的名为“上海周康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P2P”项目，第二种是
的个人对企业
私募基金产品。 目前两种产品的资
金投向一致， 均为和平集团旗下华
美达和平大酒店装修项目。 该项目

格投资者要求， 最低起投金额为
100 万元，年化收益约为 10%。
而 P2P 产品合同则由和平集
团（甲方）、投资人（乙方）与上海周

有资金托管。“钱是直接打到和平
集团银行账户里去的。 ”上述理财
经理称。
事实上，外界对于和平集团的

的定位不符”。 其甚至认为，和平集
团“商业开发经验不足”“同质化竞
争严重”。
英大信托在回复《证券时报》等

“上 海 周 康 ”） 在 过 去 数 年 中 以
“
P2P” 的名义运作了多个融资项
目，目前正在尝试发行私募基金产

计划募集资金 2.6 亿元， 分为若干
期运作，最近一期为 4000 万元。
在操作方式和收益上，P2P 产

选址及经营一直质疑不断。 早在
2015 年 11 月，一家名为“红商网”
的网站曾两度刊文，称
“和平莱茵广
场”“在招商过程中因位置偏僻问题

媒体时曾称，“力争一年内解决问
题”。考虑到“
梅陇镇伦敦城”最早要
迟至 2020 年竣工，上述时间表似不
可行。 记者曾就上述情况与英大信

致使招商缓慢”“内部有很多客户合
作款项未结，导致项目内外纠纷繁

托方面取得联系。 但截至本文刊发
时，该公司尚未作出回复。

品，不过规模尚不理想。

品和私募基金产品有一定差异。 由

康（丙方）签订。 在其向记者展示的
一份投资协议中，投资人委托上海
周康将本金投给和平集团。 其投资
门槛较低，仅为 10 万元，同时其年

上海周康的一位理财经理告诉
记者， 目前该公司提供两种理财产

于上海周康尚不具备私募基金牌
照， 因此投资人需与第三方签订私

化收益也较高，达到了 12%。 P2P 产
品运作方式较为灵活，有 1 个月、3

地方融资监管趋严 政信类信托成焦点
本报记者 易妍君 万佳丽

近期，继贵州省之后，云南省
政府官网也公布了对个别市县违

罚单。
另一方面，近年来，当政策限

示， 禁止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提
供担保后， 原来的政信合作业务

随着财政部对地方政府举债

法违规举债担保的问责情况，其
中，有两家信托公司被点名。

制越来越多，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的投融资模式逐渐改变，政

就开始逐步朝 PPP业务转型，但目
前 PPP 业 务 还 处 于 探 索 期 ，PPP

融资的监管持续收紧， 曾经颇受
信托公司青睐的政信信托也迎来
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

另外， 因违规接收地方政府
部门提供的承诺函，多家信托公
司也收到了当地银监局开出的

信合作信托也开始寻求转型。
中铁信托副总经理陈赤在接
受 《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

项目周期长，许多都还处于前期，
短期内还难以给信托公司形成业
务支撑。

一般而言，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
的融资活动是通过政府背景的平台

任人做出了撤职、降职或是给予行
政处分的问责。

体现了信托公司的审慎经营，是信托
公司开展财产权信托业务的惯例。

县人大常委会撤销了作出的不适当
决议。

公司来进行。 谈及这一融资模式，不
得不提起 1994 年财政部推出“
分税
制”改革，其提出税收可通过国税和
地税分别征收。
有信托机构从业者撰文指出，这
一改革使得国家税收增加、地方税收
减少，由于地方政府肩负着提供当地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职能，使得地
方政府除获得国家补贴外，积极寻找
资金支持其政信项目建设发展，成立
平台公司进行融资就此产生。
但随着地方债务的大量增加，有
关部门开始加强对地方政府违规举
债担保问题的监管。
从已披露的官方文件来看，针
对部分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
题，贵州、云南两省政府对相关责

其中，《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问责情
况的通报》对云南省下属市县的违规
事实进行了简要描述，并点名了国民
信托和光大兴陇信托。
另外，记者注意到，从资金用途、
风控措施等方面来考量，出现在该通
报中但没被点名的信托产品或来自
中江国际信托。 但截至发稿，中江国
际信托并未就此事向记者做出正面
回应。国民信托方面也未就此次点名
的信托产品，透露更多内容。
光大兴陇信托则表示，被点名项
目中，金汇公司将其对宜良县人民政
府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设立
财产权信托；签署《债权债务确认协
议》，旨在对应收账款债权进行明确，

《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是对政府存量
债务的重组，并非对新发生债务的担
保。 其强调，公司从未收到过《宜良县
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宜良县人民政
府提请审议金汇公司为主体进行融
资的决议》， 且公司在内部审批业务
时也从未要求宜良县人民政府出具
承诺函。
用益信托资深研究员帅国让认
为，未来信托公司应当从融资主体和
项目现金流角度出发，关注项目本身
质量和效益， 提高风险判断能力，改
变过去依赖政府出函、财政担保的风
险控制模式。
上述云南省通报还指出，经督促
整改，1 市 3 县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
撤回了违法违规出具的承诺函，3 个

如此一来，由政府出具担保函又
被撤回的存续项目或将面临较为尴
尬的境地。 帅国让建议存量项目可转
型为 PPP 模式，分类稳妥地推动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等。
百瑞信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
究员谷晓明博士则认为，《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以
下简称
“
43 号文”）以后，存量政信产
品风险可控。 目前政策导向是为了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 将政府性债务从平
台剥离。“
存续项目是否被纳入政府认
定的偿债范围是判定项目风险的关
键。对于可以纳入政府债务部分，存续
项目安全性提升， 但是如果不能纳入
政府债务， 则需要信托公司提高风险
判断能力，强化风险管理手段。 ”

值得一提的是， 从 2017 年开
始，地方政府被问责、信托公司被
点名的联动监管就已启动。
2017 年 12 月 23 日，审计署公
布了《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
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提及，对于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财政部从地方
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三个层
面下手。
而除了被点名，违规接收地方

告诉记者，以前政信合作的业务大
部分都会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做担
保，但 50 号文、87 号文出来后信托
公司就不能直接接收地方政府的
财政担保了，很多还在接收政府财
政担保的信托公司，后面也陆续被
监管处罚了。 ”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有关部
门已经下达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
担保行为的禁令。 特别是 2014 年 8
月出台的新《预算法》和 2014 年 10

政府只可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进行举债。 43 号文则进一步提出：
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剥离
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平台公司
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举债
只能采取政府债券方式。
不过，2015 年 ~2016 年期 间 ，
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违规提供担保
函的现象仍有发生。 2017 年，又先
后出台了上述 50 号文和 87 号文。
在贵州、 云南省发出相关通报之

从信托公司层面来看，由地方
政府出具担保函或是承诺函的信
托产品为何屡禁不止？ 帅国让向记
者指出， 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点：首
先，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仍将是经济
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其次，地方政
策融资渠道受限，包括信托在内的
非标融资是重要方式；最后，政信
业务是信托公司重要业务收入来
源之一。
但是， 有关部门强化地方债务

政府部门提供的承诺函的信托公
司还可能面临来自当地证监局的
处罚。 近期，山东国际信托、国通信
托都因此被罚款。
某信托公司财富中心总经理

月出台的 43 号文。
新《预算法》决议提出：地方政
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
举借债务，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地方

前，2017 年 6 月， 财政部向江苏省
政府发函，建议江苏省对已核查确
认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及融
资平台违规抵押发债等问题进行
依法处理。

管理的决心已显露无遗。日前，财政
部表态“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
府兜底幻觉”，各地方省级政府也纷
纷表示
“
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
市县政府债务兜底
‘埋单’”。

广州 上海报道

问责

监管

挑战
不可忽略的是， 当传统政信
业务模式的天花板逐步显现，信

尤其是 PPP 项目等较长期限产
品的发行难度。

托公司的转变也在悄然进行。
上述信托公司财富中心总经
理表示，“现在这种政府项目信托
公司也不爱做了， 要做的话价格
也提高了很多”， 他进一步解释
道，一方面少了政府担保，另一方
面现在信托公司也很关注地方政

谷晓明则认为， 随着政策收
紧， 信托公司对于政信业务的开
展持谨慎态度， 有公司甚至退出
了该项业务，因此，短期内政信业
务规模可能出现下滑。 尽管违规
融资渠道受阻， 但是为了发展地
区经济， 地方政府仍需要筹措大

府的债务问题， 小地方越来越难

量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政信

借到钱， 像云贵等地区一些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已经很高了， 这些
地方的项目风险比较大。
他指出，“
现在要做政府项目
也一般用应收账款质押的模式
做，担保可以改成差额补足，相当
于暗保了， 一般不会让政府直接
来出担保函， 而是一些融资平台
公司做担保或差补。 ”
另有从事政信业务 的 信 托
人士表示，据了解，目前各地方
政府都在不断引导城投类公司

合作未来势必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业务模式，
目前主要有三大发展方向：PPP、
关注项目质量的信用融资、 产业
基金。
不过，上述从事政信业务的
信托人士告诉记者，就其所在的
公司而言， 开展相关业务时，公
司主要看重的是融资人（地方国
企、城投公司）的资产质量、再融
资能力、 募投项目的经营效益，
而不是依靠背后地方政府的信

向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公司转变，
也在不断向其注入优质资产和
资源，预计城投类公司的融资需
求仍然很庞大，单纯依靠政府信
用的政信业务因为不合规会急
剧萎缩，而依靠公司信用、资产
信用（抵质押方式）增信的融资
方式会快速发展。
整体来看，随着监管趋严，
政信信托所面临的挑战不言
而喻。
在帅国让看来，未来政信产

用。 因此，监管趋严对公司该类
业务影响有限。 他强调，严监管，
“严” 的是对政府与资本方合作
的行为规范，“管”的是依靠政府
信用的举债融资。
谈及未来可以把握的有关政
信业务的机会，他认为，信托公司
可以在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及
监管指导意见的前提下， 通过优
化业务类型 、 创新交易结构，在
城投公司优质资产 ABS、 信用
债、抵押债，以及股权投资领域等

品发行面临挑战不小。 首先，银
行作为政信产品投资的主力，在
金融去杠杆将持续深入，资管新
规、MPA 考核、商业银行流动性

大有作为。
就转型 PPP 项目而言，前述
财富中心总经理认为， 目前 PPP
项目也很难做， 由于项目周期太

管理新规等政策的约束下，银行
理财业务、 同业业务将继续收

长一般都需要长期资金支持，比
如社保基金、主权基金、险资等，

缩，用于投资信托产品的额度将
受到限制。 其次，资管新规对资

而长期资金对项目的要求也会更
高， 此外传统的政信信托资金来

管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和未上市股权的“期限错配”做
出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政信项目

源都以私募资金为主， 转型 PPP
业务后如何找到合适的对接资金
也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