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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AMC 变身影子银行：
高杠杆放贷向地产吃利差
本报记者 樊红敏 郑利鹏 北京报道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

边又向地产等高风险产业公司高

B1

在密春雷的老家崇明，
上海人

海佳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寿亦深度参与其中。2015 年，
上海
人寿开业那一年，其斥资 2.3 亿元

称“佳质资产”
）则持有世纪大道
160 号物业，该物业商场部分直接

溢价从关联方上海中瀛工业科技
研究有限公司购置中瀛 3 号房产，

取名为览海国际广场，
该位置在陆
家嘴 CBD 核心区域，紧邻上海环

上海中瀛工业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球金融中心，
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裙楼。
览海医疗的上海览海门诊部亦
开设于此，
面积约 1万平方米，
门诊
中心在1层二区、
地下B1、
B2层。

1022.57 亿元，较 2018 年末借款余

金管”
）发布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
告。通过小贷公司向某地产公司发

息放贷。
山东金管公布的关于 2019 年

额 268.78 亿元增加 753.79 亿元，占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19.25 亿

是览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
表为密春雷的父亲密伯元。

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以下简称
“公告”
）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元的比重为 632.12%。
山东金管的经营模式背后，隐

中瀛 3 号位于崇明县城桥镇三
沙洪路 899 号，距离崇明县城 3 公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

放委托贷款 20 亿元，
委托贷款利率
11.9%年，
贷款总期限18个月。

日，
地方AMC机构山东省金融资产

一边从金融机构低息融资，一

日 ，其 借 款 余 额 约 为 人 民 币

“负翁”放贷款，是怎样一门
生意？

里，距离浦东陆家嘴 100 公里。多

据上海人寿披露，
览海医疗向

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这个地块用
地性质为科研用地，
密春雷用很低

佳质资产承租世纪大道 160 号物
业部分商场（建筑物名称览海国

成本拿下了这块地，
仅花几千万元。

际 广场 ）527.1 平方米用作品牌餐
饮经营，租赁期三年，租赁合计关
联交易租金人民币 1202 万元。

藏着什么商业秘密？

热衷地产类放贷业务

月，是由山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

其中 9 条出质人或出质标的方为

而在 2015 年上海人寿刚成立
不久，业务尚未全面展开，并无迫

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中国银监

房地产类企业。

切地建立后援中心（购置上述物

览海医疗年报披露，
览海医疗

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

业）的需求。
2015 年 4 月 30 日，上海人寿

2019 年与佳质资产关联交易金额
3739 万元，即 2019 年租赁上海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除

体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安

召开股东大会通过此事项。不过

寿子公司佳质资产所持有的房产

了主业之外，山东金管还热衷于借

排》
（以下简称《评级报告》）中，将

知情人士透露，
该事项仅为很勉强

费用 3739 万元。此外，览海医疗

山东金管主要业务类型划分为三

地通过，
有一位股东投了弃权票。

对佳质资产有 3950 万元账龄超过

类，不良资产经营业务、资产管理

上海人寿另一全资子公司上

山 东 金 管 成 立 于 2014 年 12

会公布具备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
产批量经营资质。

小贷公司、银行、信托等通道开展
委托贷款业务。

人的股权质押登记记录有 11 条，

《20 山 东 金 融 SCP001：山 东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本报资料室/图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

业务和特色投融资业务，其中发

计发现，山东金管其中 7 笔委托贷

放委托贷款业务被归类为特色投

资于标的项目，项目投资期限主要

公司特色投融资业务相关的应收

款总额超 32 亿元，从已知的收益

融资业务。

集中在 1~3 年。后者主要是指公
司以自有资金参与上市公司定增，

款项类投资合计金额为 131.28 亿
元；特色投融资业务相关的可供出

围绕上市公司或产业集团进行并
购，或直接开展战略性投资、股权

售金融资产科目投资合计金额为
1.61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新

“神奇”万能险

率来看，
都在 8.5%以上。值得一提

《评级报告》提到，
“ 公司的特

的是，其大部分对外贷款融资方均

色投融资业务主要开展固定收益

为地产企业。

类投资和股权类投资。其中，前者

第三方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天
眼查统计显示，山东金管作为质权

主要是指公司自有资金以信托计
划、资管计划、委托贷款等方式投

投资、风险投资、债转股投资等在
内的投资业务。”
“截至 2018 年末，

增各类投资规模合计金额为 342.17
亿元，
按期收回 209.28 亿元。
”

利差生意

组进行现场核查的 9 家公司之
一。在后来保险监管部门整顿过

家新成立的公司，
“ 仍走以保障型

程中，
不少保险公司开始主动压缩

产品为主＋个人营销渠道的寿险
发展老路是行不通的”。

万能险保费规模，
转而发展长期健
康险产品，不过几年过去了，上海

依靠万能险，
上海人寿 2015 年
总资产达183.22亿元。当年上海人

人寿依旧重点发展万能险。
近日，
上海人寿再次推出两款

寿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万能险保

万能险产品：
上海人寿稳得利养老

元 ，占 2018 年 末 净 资 产 比 例 为
14.00%。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新

司有息债务规模不断上升，资产负

增 0.00 亿元，占 2018 年末净资产

Wind数据显示，
山东金管累计

方 AMC 公司类信贷业务占比高低

债率、全部债务及长期债务资本化

比例为 0.00%。三、发行债券新增

有10条发债记录，
累计130亿元，
票

有所差异，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监

费）100.87 亿元，为其原保费 44.05
亿元的两倍。2020 年 1 季度末，上

年金保险（万能型）、上海人寿增利
宝铂金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从简

比率提升至较高水平，存在一定的

65.00 亿元，占 2018 年末净资产比

面利率主要在 4%到 6%之间。以

管情况，另一方面还要看当地的整

海人寿总资产达731.76 亿元 。

单来看选择趸交的话，
这两款产品

债务负担。
”

例为 54.51%。四、其他借款新增

2020年4月10日发行的山东省金融

个的不良资产处置情况。一线城

672.09 亿元，占 2018 年末净资产比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市 AMC 公司情况稍微好点，但监

万能险是保险圈公认“圈钱”
神器之一，其比信托融资更有优

即使退保也基本能在第 3 个保单周
年末拿回本金，
虽然有点像中短存

例为 563.61%。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为例，发行规

管比较宽松地区，因为 AMC 公司

势 ，一 是 门 槛 低（信 托 的 起 点 要

续期产品的味道，
但上海人寿还在

模15亿元，
票面利率2.36%。

存在盈利问题，类信贷业务占比肯

100 万元，万能险则 1000 元或 1 万

条款中作了一些对监管政策的规

定会更高。

元即可投），二是获取保费的成本

避，
如第 4 年、第 5 年退保仍分别收

很低，地产公司信托融资大约要
13%至 15%的融资成本，有时可能

取 2%、
1%的退保手续费。
据上海人寿官网披露，
上海人

更高，但万能险借助银保渠道，融

寿稳得利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

业逻辑呼之欲出——利差。

展放贷业务规模大小的主要原因。
某行业律师表示，不同地区地

早在 2015 年，上海人寿总裁
石福梁就表示，上海人寿作为一

上述《评级报告》中还提到一
个有趣的点：
“随着业务的开展，公

对照公告，山东金管背后的商

本获得融资，其中，银行借款成本
主要在 5 至 7 个点之间。

2016年上海人寿因为万能险问题而成为要求整改并派驻检查组
进行现场核查的9家公司之一。

前述公告还提到 ，山东金管

《评级报告》中提到，
“ 公司不

2019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预计

断丰富自身融资渠道，但对银行借

2019 年 12 月末较 2018 年末新增各

款的依赖度仍较高。
”

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一借一贷之

类借款余额变动情况及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情况

某地方 AMC 从业人员向记者
表示，一些政府背景比较强大的

间，
山东金管赚取利差高达9.54%。
此外，地方监管尺度、不良资

AMC 公司很难单纯依靠不良资产
业务盈利。
”上述地方 AMC 从业人

如下：一、银行贷款新增 16.69 亿

AMC 机构，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

产处置盈利问题也是 AMC 公司开

员表示。

记者对比开头山东金管向地产

“处理周期长，时间成本高，

资成本（结算利率 5%＋若按市场

上海人寿增利宝铂金版终身寿险

一年期万能险银行一般手续费 3%

（万能型）最近一个月的结算利率

左右的水平来算）会远远低于信

为 5.3%。对于如此高利率，
上海人

托的成本。
2016 年上海人寿因为万能险

寿一位精算工作人员透露，
利率比
较高除了需要投资端支撑外，
也是

合规风险
“不良只是对外的名义，实际
上是类信贷，在公司财务中占比较

子银行业务。
”
“地方 AMC 公司（业务）一步

信托贷款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到

亦提到，
“ 特色投融资业务板块的

期，粤泰控股未如期归还上述款

资金投向主要为企业融资项目，在
问题而成为要求整改并派驻检查

高。很多 AMC 表面上类信贷占比
在 一 半 左 右 ，实 际 上 可 能 达 到

步解绑，无限制地通过小贷、银行、
信托，甚至金交所去放款，那就是

项，该笔信托贷款已实质逾期。截
至本公告出具日，该笔信托计划融

金融监管强调资产管理公司回归
不良资产业务经营本源的背景下，

80%，不少类信贷项目会包装处理

在做影子银行业务。”上述行业律

资余额 24892 万元。
”

公司此类业务未来将有所压缩。”

成不良资产重组。”近期，有媒体在

师表示。

相关报道中引用中部地区一位地
方 AMC 人士说法。
某业内人士近期也吐槽称，

“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已经把自

“国家有关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

颇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金管曾

己变成了不良资产。”本报记者在

管体系、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业务

踩雷多个放贷项目，本报记者根据
公开资料梳理，山东金管踩雷的项

采访中，业内人士向记者表达了这
样的观点。

经营潜在风险的控制值得关注。
”
就山东金管主要融资渠道及

雁过留痕
即使在四季度新增了5.38亿元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其本年度
累计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仍旧为28.41亿元。
上海人寿年报显示，2016 年
上海人寿购买信托产品 27.7 亿元，

2019 年办了一场 AMC 高层论坛，

目额度累计超过 10 亿元。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针 对 地 方

融资成本；类信贷业务的占比及平

请了 15 家公司高管，从头到尾嘉

如 2020 年 4 月 14 日，山东金

AMC 的监管正在收紧。2019 年 7

均收益；债务高企背景下，大量发

宾们都在聊如何做通道，如何配

管发布的《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

月，银保监会官网发布了银保监办

放委托贷款的逻辑；地产 AMC 如

资，如何做地产前融，如何做平台
融资，聊得热火朝天，就是很少聊

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提到，
“2017 年 4 月 28 日，我公司通

发〔2019〕153 号文《关于加强地方
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何回归主业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
致电致函山东金管，但并未获得正

到不良资产处置。

过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

知》，其中要求“回归本源，专注主

面回应。山东金管回复称，
“ 相关

国行智库任涛近期发表的研

单一信托计划向广州粤泰控股集

业”
“不得以收购不良资产名义为

部分事项尚处于进展阶段，我公司

究文章中提到，
“地方 AMC 的业务

团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粤 泰 控

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

已经按照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履行

范围较为不规范，多数在从事着影

股”
）发放信托贷款 3 亿元。”
“该笔

上述山东金管《评级报告》中

计显示，严监管之前，2018 年 8 月

元，
4 季度比 3 季度减少 106.3 亿元。

受本金及信托利益分配。
2019 年 上 海 和 风 置 业 净 利

2017 年购买信托产品 32.3 亿元。
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
信托有不少为流向上海人寿股东及

润－2983 万元。而在 2018 年览海
医疗股票简称尚为*ST 海投，未解
除退市风险警示，仍在股票停牌

关联方，
或者穿透下来是关联方。

期。按银保监会的《保险公司关联

一位负责上海人寿业务考核

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资金运用类

人士告诉记者，
当时负责资管人员
很苦恼，
一方面公司对资管的收益
率有考核，
另一方面公司又要投一

关联交易：包括在关联方办理银行
存款，
投资关联方的股权、
不动产及
其他资产；
投资关联方发行的金融

些低收益率、风险比较高的关联方

产品，
或投资基础资产包含关联方

信托产品。这让工作很难做。后

资产的金融产品；
与关联方共同投

来人力资源部门调整了考核方式，
对老板要求投的项目不考核，
只考
核自营项目。记者从负责资管的

资（含新设、增资、减资、收购合并
等）。而上海人寿第三季度关联交
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显示，
而其年

了信息披露义务。
”

信托通道费大涨 6 倍 地产业务
“明股实债”规避监管
本报记者 樊红敏 郑利鹏 北京报道

“公司目前发展策略考虑”。

工作人员处同样得到类似观点，
信

度累计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达到了

可以忽略。”南方某信托公司高管

托是密春雷及其关联企业获取资

28.02 亿元，
而该公司三季度的资金

表示。

金的重要方式。

运用类关联交易只披露了 9.22 亿

至 2019 年初，地产业务主流通道

本报记者从多家信托公司内

近日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由于地产业务额

费率主要在 2‰~3‰。
公开报道显示，
2019 年下半年

部了解到，目前信托公司在地产业
务方面，需要做到清算和续作之间

颇值得一提的是，信托公司却
可以通过“明股实债”类地产业务，

息披露中，并未见 2016 年、2017 年

度紧张，信托公司很少再开展地产

开始，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严格

的平衡，到期清算一笔，释放出额

轻松规避压降融资类业务的监管

的有关信托的信息披露。

度的关联交易报告中，
在四季度的

类通道业务，同时部分信托公司也

控制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不得超

度来，
才能续作新项目。

政策。

在向真实的地产股权投资业务探
索转型。
不过，据记者调查了解，业内

过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额度。2020

除了减少开展地产通道业务
之外，记者注意到，部分信托公司

用益信托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午，已有近 20 家信

在 2017 年 10 日，原保监会下
发监管函，指出上海人寿在“三会

关联合并报告中也存在，
其四季度
新增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

一层”运作、关联交易、内部审计、

10 月 11 日给昆明锦慧置业发展有

已经开始加速对地产业务转型、变

托 公 司 ，累 计 参 与 设 立 了 202 只

考核激励等方面存在问题，
原保监

限公司增资 5 亿元，12 月 19 日给

不乏以“明股实债”方式规避融资

多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

（含一只信托产品分设多期）地产

会对上海人寿作出了处罚，
要求自

上海佳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华南某信托公司表示，公司正

类股权投资信托。从信托功能分

年，监管方面的要求是“房地产信
托额度务必不能超过 2019 年底。
”

通的探索。

不过在上海人寿关联交易信

元，
大约有18.8亿元未披露。
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其三季

类额度限制，以向非地产公司发放

示，包括房地产供应链融资业务，

监管函下发之日起六个月内，
禁止

舟山和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贷款为名，变相给其关联地产公司

购房尾款融资业务、真实应收账款

在研究地产基金业务，目前在架构

类上看，上述 202 只产品，无一例

直接或间接与览海控股（集团）有

提供财务借款 0.04 亿元，12 月 21

提供融资等非常规业务。

融资业务、房地产融资租赁、房地

设计阶段，还没有项目落地。另外

外，
均被划分为“投资类”。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开展下列交易：

日在曲靖商业银行办理 0.15 亿元

控地产、压降融资类业务等

产投资信托（REITS）等地产类多

多家公司内部人员表示，公司正在

记者注意到，上述股权投资类

1. 提供借款或其他形式的财务资

存款，12 月 21 日在曲靖商业银行

监管“组合拳”之下，如何在合规

往真实股权方向转型。
据记者了解，为开展地产股权

信托中，有部分产品植入有限合伙
架构，属于地产基金模式，但无论

助；2. 除存量关联交易的终止行为

办理 0.13 亿元存款，12 月 31 日为

的同时，还能不失去地产业务这

元化创新业务，以及地产类通道业
务、
“ 明股实债”类地产业务、真实

（如到期、赎回、转让等）以外，
开展

上海佳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块“肥肉”，正在成为信托公司探

地产股权投资业务都被计入了房

投资业务，有信托公司内部还专门

是地产基金模式，还是地产股权模

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现有金

舟山和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索的焦点。

地产业务额度。

制定了《展业指引》，对合作方、项

式，多数都设置了固定收益率，抵

融产品的续期，
以及已经签署协议

提供 0.04 亿元贷款，其合计资金运

目选择、交易结构设计等相关问题

押担保措施齐全，产品期限多在两

但未实际支付的交易）。

用类关联交易为 5.38 亿元。

地产类的业务，都算信托公司地产

进行具体明确和限定。

年（含）以下。对于此类产品，某信

监管函要求的六个月观察期

即使在四季度新增了 5.38 亿

业务。
”
华南某信托公司高管表示。
在纳入统计的泛地产类业务

地产基金业务就是其中之一，
其基本架构为：信托公司设立信托

托公司研究部人员直言，
“ 大部分
是明股实债。
”

过后不久，2018 年上海人寿出资

元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其本年

6.9 亿元投资，信托资金用于受让

度累计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仍

士透露，
“地产业务额度金贵，地产

范围更加宽泛的同时，
2019 年末较

计划，由信托计划认购私募基金

“地产基金模式只是比单纯股

览海医疗持有的上海和风置业有

旧为 28.41 亿元。

类通道费用已经涨到了 1.5%，
而且

2019 年上半年，
地产业务规模已经

（即认购有限合伙企业 LP 份额），
再

权投资模式多了一层有限合伙而

公司几乎已经不做地产通道业务

较大规模的下降。

由私募基金投向房地产项目公司。

已，信托层面不好设计和披露的，

限公司 95%的股权收益权。
该信托计划的融资方、担保

对于其将 19 亿元资金运用类
关联交易未披露的问题，
记者致函

监管倒逼之下，有限的地产额
度，如何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成为
信托公司思考的课题。
近日，某央企信托公司内部人

“只要融资企业营业执照上有

根据用益信托研究院统计数

“信托公司在这方面（真实股

可以拿到基金层面实现，说白了，

方、抵押方都是密春雷为法人的公

上海人寿采访，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多位信托公司内部人员向本

据，
从季度走势来看，
2019 年 3 季度

权投资）并不擅长，真实的股权类

就是明保变暗保。”上述华南信托

司，
上海人寿系以万能托管账户现

称，
其关联交易已经做到了应披露

报记者确认了上述现象。相关统

成立规模比 2 季度减少 619.73 亿

产品也很难销售出去，规模基本上

公司高管表示。

金方式出资，
并由万能托管账户接

尽披露。

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