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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出現“非典型次貸”危機嗎﹖ 

—  
 

 
美國的“次貸危機”其實質是針對某一類房地產抵押貸款所

作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創新過程中的機制缺陷所引發的風險。 
“次貸危機”的核心角色 — 次級債券﹐它屬於資信程度不

高的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產品。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是

由貸款公司針對資信和還款能力低下的人群設計的房地產抵押貸

款品種﹐和房地產優質抵押貸款相比﹐它風險較大﹑壞賬率較高﹑

但貸款利息較高﹐在房地產業的上昇期內不會顯現它的猙獰。為

了分散風險﹐美國在金融市場創新過程中以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

為標的設計了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也稱為房地產次

級抵押貸款債券）。儘管因為採用了私募發行和在銀行間市場交



易而使得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債券透明度較低﹑流動性較差﹐但

由於它的較高利率和較高回報而吸引了主要是銀行等機構投資者

將它作為投資組合的配置品種。因此近些年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

一路走高﹐這些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債券被世界各國各類機構投

資者作為投資資產組合而購買。就此﹐美國的房地產次級抵押貸

款的風險被分散到全球各地﹐並在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持續下跌

之後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廣泛的系統性風險危機。 
 

從美國的房地產次級貸款的定義上來說﹐我國經濟體制內部

確實沒有發生同樣危機的可能﹐如果將我國的房地產貸款作為一

個整體而言﹐系統性的風險相當低﹔同時從沾染美國房地產次級

抵押貸款債券的數量上來說﹐美國的次貸危機也許真的對我國這

樣一個尚未完全開放的經濟體的衝擊確實不會很大。 
2008 年以來﹐房地產業界和銀行業界有關房地產抵押貸款風

險的提示和表述逐漸上昇﹐壞賬擔心和前景憂慮逐漸增強。但是﹐

值得關注的是這兩方面的業界人士的擔憂都不約而同地將房地產

貸款籠統地作為一個整體來表述﹐並將房地產市場調控以及銀根

緊縮和將帶來的銀行房地產貸款壞賬風險直接聯繫起來分析。 
這種籠統而混淆房地產貸款概念的做法﹐無疑直接加大了政

府對房地產市場調控行為的壓力﹐在市場輿論和社會心理上加大

了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前景的疑慮。 
 

如果仔細分析我國的房地產貸款的構成﹐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中在房地產銷售環節而產生的銀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壞賬率

極低。香港各家銀行設定的房貸不良比例“警戒線”一般都定在

1％左右。而據上海銀監局最新發佈的 2008 年第一季度上海房地

產信貸運行分析報告﹐儘管至 3 月末個人住房不良貸款比年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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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了 0.03 個百分點﹐個人住房貸款的不良貸款率仍為 0.71％﹐質

量在全球以何種標準衡量都是相對較好的。 
如果進一步仔細分析﹐在房地產開發環節所產生的銀行貸款﹐

卻不盡如此。同樣是上海銀監局的上述報告中的數據表明﹐住房

開發貸款的不良貸款率為 2.16％﹐是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的三

倍。而應當看到﹐上海各大商業銀行的抵押貸款質量在全國還算

是最好的。 
要就此分級的話﹐完全可以將前者稱之為“中國的優質房地

產貸款”﹐而後者可以相對稱之為“中國的次級房地產貸款”。 
根據 2008 年 2 月 18 日上海銀監局發佈的《2007 年度上海市

房地產信貸運行報告》﹐至 2007 年 12 月末﹐中資商業銀行房地

產貸款佔各項貸款的比重高達 32.2％。該報告明確指出﹐因房價

波動而帶來的各種壓力與風險已然凸顯﹐而房價波動或將影響到

銀行一半左右的信貸資產安全。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中國絕非真的沒有類

似於美國次貸危機的風險﹗而且更可以見到﹐中國經濟生活中所

存在的類似於美國的﹑絕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次貸危機到底會發生

在哪裡﹗ 
在防範和應對美國引發的全球次貸危機中﹐中國面臨兩個方

面的挑戰﹕一個方面是如何被動地在我們的金融體系中尋找和加

固薄弱環節﹔另一個方面是如何主動地在我們的市場體系中增加

更多的創新品種以增強市場本身的容量﹑增加市場的多種投資選

擇機會﹑增強抵禦分散風險的能力。我們不應該因為我國的市場

體系尚未完全開放而在市場創新過程中忽視局部矛盾的解決而引

發的全局風險﹔而我們更不應該由於全球遭遇次貸危機而因噎廢

食﹐放慢我國金融市場創新的步伐。對於我們來說﹐目前絕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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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創新過多過濫﹐而恰恰相反﹐卻是市場創新過少﹑投資渠道不

足﹑投資機會單一﹑投資選擇不多所帶來的抗風險能力的低下…… 
不過﹐任何市場創新都不僅僅是簡單的產品創新問題﹐在產

品創新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應該是制度層面的創新和完善。 
因此﹐就房地產金融領域來分析﹐我國房地產開發貸款及其

資產證券化產品創新是否有可能衍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次貸危

機”﹖是否可能在解決房地產開發商和銀行融資風險的過程中﹐

將房地產開發貸款的局部風險分解到我國脆弱的經濟體的其他各

個方面而引發全局性的系統金融風險﹖ 
這是在我國相關政府機構和最高決策層思考﹑研究和決策過

程中﹐目前必須要小心謹慎處置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在日前發佈的《2007 年金融發展報告》中提出﹕

在 2008 年擇機推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產品。這再度

燃起房地產業界和銀行系統有關 REITs 的熱情。 
這是因為﹐多年以來﹐高地價﹑高房價﹑高收益﹑對銀行的

高依存度使得我國各級政府﹑銀行業和房地產業形成了一榮共榮﹑

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2007 年整個房地產業界的超常規囤積土地的熱情﹐已經產生

了房地產業界高額的資金沉澱﹐並給大中型房地產開發商帶來了

資金鏈的高度壓力。 
近年來政府的連續調控措施和緊縮的銀根﹐再加上房地產市

場銷售的萎縮﹐對於中小房地產開發商的資金周轉壓力是鉅大的。 
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業經過多年調控﹐已經開始轉變原有

的運行模式。我國政府開始明白﹐解決住宅房價過高﹐最重要的

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責任。經過一系列利益的博弈﹐現

在政府基本上達成的政策走向是﹕70％的城市資源和財政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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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會集中在保障性住宅這方面﹐而 30％留給市場。 
如果在不遠的將來﹐中央政府出於各種原因和社會壓力而徹

底改變我國各級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政府財政收入來源方

式。那將對我國十多年來房地產市場體制產生顛覆性的衝擊。 
在以上多種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房地產業的絕大多數中小型

開發商和一部分中大型開發商在最近和最近的將來面臨嚴重的資

金鏈緊張的局面。在銀根持續和可預見的將來繼續收緊的前景下﹐

“REITs”﹑或者更嚴格說是打著 REITs 名號的銀行房地產貸款證

券化產品﹐已經成為房地產業界和銀行業界唯一可以期待的緩解

銀根緊縮和資金鏈緊繃的困難局面的救命稻草。 
這就是近幾年銀行﹑銀監會和房地產開發商對於 REITs 特別

熱衷的背景。 
據路透社 4 月 22 日報道﹐目前國內 REITs 產品闖關僅停留在

打政策和法律制度擦邊球的“准 REITs 產品”上﹐主要是信託公

司推出的信託集合理財計劃﹐例如中信信託從 3 月末起招募的中

信~凱德 1 號科技園區股權投資信託計劃。業內人士透露﹐銀監會

已指定聯華信託等公司研究設計 REITs 方案﹐而中國人民銀行也

組織機構﹐進行 REITs 產品研究﹐擇機推出。 
問題是﹐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現狀是有分業類別的﹐銀監會

主要面對的是銀行和投資信託公司﹐針對的是銀行間市場產品﹐

諸如銀行抵押貸款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銀行抵押貸款債券）﹑信

託計劃投資產品等等﹐採用的發行形式是私募為主﹑交易形式主

要採用機構投資者為主的大宗低頻次間斷交易方式﹐依託的主要

法律是《信託法》。證監會面對的是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

公司﹐針對的是交易所市場產品﹐諸如股票﹑基金和債券等等﹐

採用的發行方式是公募為主﹑交易形式主要採用機構和個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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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參與的小宗高頻次連續交易的方式﹐依託的法律是《證券

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等。 
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和制度環境下﹐銀行間市場的﹑信託型

的“REITs”產品所表示的﹐在本質上並非是一種實物資產所有權

的權益﹐它更多地只能類似於資產證券化的銀行房地產開發抵押

貸款債券﹔而成熟國家所謂的 REITs 產品﹐所表示的卻是一種實

物資產所有權的權益。 
如果 REITs 採用銀監會系統的試點方式﹐採用的是信託的模

式﹐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就必然成為一種銀行間市場的產品。那就

必然採用私募的發行形式﹑大宗低頻次間斷交易方式。那就和現

已存在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沒有很大區別。 
這就很有可能產生一個很大的概念誤區和潛在風險﹕此

REITs 和我們大家公開談論得很廣泛的 REITs 究竟還是不是同一

件事﹖ 
在 REITs 發展比較成熟的美國市場﹐儘管有約 80％的 REITs

是以私募基金形式存在﹐但凡是在 SEC 註冊的﹑在聯邦監管機構

監管範圍內 REITs 都採用了公募和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形

式﹐並普遍採用權益性的公司制基金組織形式。而目前美國國家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協會（NAREIT）一般所定義和監管的 REITs﹐
所討論的 REITs 產業制度﹑監管規範﹑信息披露和長期穩定較高

收益等等﹐指的都是這些公募和公開上市的 REITs。 
這樣的概念是容不得含混的。 

 

假如這種概念的混淆成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類似於美國次

貸危機的陰影正影影憧憧地臨近我們的身邊。 
此次美國次級債券危機所造成的全球金融衝擊﹐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完全展現它的全貌﹐由此引起了國際金融界對於資產（特

 6



別是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反思。 
在國內業界對於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次級債券）

和 REITs 的基本概念尚未完全理清的狀況下﹐有必要對於次級債

券和 REITs 作基本的概念性區分。 
REITs 儘管在最寬泛的定義上也屬於資產證券化的衍生產品﹐

但它主要投資於已經和正在產生穩定現金流（租金）回報的商業﹑

工業房地產的實物資產﹐並利用長期持有並管理這些實物資產權

益所產生的租金和增值收益作為對股東和持有者的回報。佔美國

REITs 產業比重 95％以上是權益型 REITs﹐純粹投資於銀行抵押

貸款證券化產品的 REITs 只佔 4％左右﹐更何況在抵押型 REITs
中絕大多數投資的是優質抵押貸款債券﹐並沒有將次級債券作為

自己主要的投資組合成份。 
在美國﹐REITs 和銀行抵押貸款證券化債券根本不同之處在

於﹐它主要是一種在交易所市場公開上市的﹑面向公眾投資者的

公開交易的證券品種﹐信息披露的高度透明﹑和上市公司相比受

到更嚴格的監管﹐由於對它採用了避免多重納稅的特殊稅收制度

安排﹐由此產生的長期穩定的高收益使得它成為公眾投資者參與

並分享房地產及經濟發展收益的良好市場創新品種。 
 

如果我國的 REITs 產品按照銀行間市場產品來設計﹐採用信

託的模式和私募不公開上市的方式進行試點﹐由於我國現行法律

框架和制度環境先天的缺陷﹐非常有可能的是這個產品在試點之

初和推廣前期就會成為房地產開發商套現的工具和銀行轉嫁房地

產開發貸款壞賬風險的手段。當這種所謂的“REITs”產品因此而

成為房地產開發貸款證券化產品而被機構廣泛持有﹑並由機構而

衍生出去使得個人投資者間接持有的話﹐我們金融系統的噩夢也

許就即將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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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08 年 4 月 21 日《理財週刊》的專欄文章〈房產商究竟

缺錢嗎〉披露﹕ 
根據央行 2007 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數據﹐“2007

年房地產開發投資 2.5 萬億元”﹐從開發量上來看﹐2008 年全國

房地產開發投資將超過 2007 年至少兩成。初步估計﹐2008 年需要

投入資金將至少達到 3.2 萬億元。 
但是﹐截至 2007 年末﹐全國房地產開發貸款餘額為 1.8 萬億

元。2008 年受到銀根緊縮政策的影響﹐預計新增商業性房地產貸

款將在 2007 年額度上進一步縮減﹐縮減至少兩千億元。2007 年

10 月以後﹐房企股市融資難度倍數增加﹐加上 2008 年股市低迷﹐

股市融資全年至少減少一千億元。所以﹐如果沒有其他主要融資

渠道的話﹐2008 年中國整個房地產行業﹐資金缺口至少達到一萬

億元。 
不久前召開的博鼇亞洲論壇 2008 年會上﹐一些房地產企業負

責人坦陳﹕“缺錢”已成為當前房地產開發商的“頭號難題”。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前不久公佈的最新研究報告帶來的消

息不令人樂觀﹕流動性緊縮將給幾乎所有中國的開發商帶來挑

戰﹐如果市場狀況未能及時改善﹐房地產業的流動性可能面臨枯

竭﹐進而使得一些開發商難以繼續維持增長。吉姆‧羅傑斯甚至

在 2008 年伊始放言﹐部分投資者 2008 年將面臨破產窘境。花旗

集團亞洲房地產業主管何艾文也指出﹐中國大量房地產公司將會

因為融資困難而陷入倒閉困境。 
 

僅按照目前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不良率 2.16％和 2007 年末全國

房地產開發貸款餘額 1.8 萬億元的數據﹐就可預見我國銀行系統會

由此產生將近四百億元的銀行壞賬。而如果我國房地產業出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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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枯竭和資金鏈斷裂的現象﹐房地產開發貸款不良率每上昇一

個百分點就會產生將近二百億元的銀行壞賬﹐那麼那些並不實際

握有房地產實物資產股權的﹑掛著信託型私募的“REITs”招牌的

房地產開發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就將成為美國次級貸款債券一

樣的東西﹐會隨著所依附的房地產項目開發商的倒閉和銀行房地

產開發抵押貸款的壞死而變成一堆廢紙。到那時﹐房地產開發商

會因為此類“REITs”產品的私募發行而套現﹑銀行會憑藉此類

“REITs”產品而轉移房地產開發貸款的壞賬風險﹐只有買進此類

“創新”產品的投資者（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將變得一無所有。 
如果那樣﹐極有可能在中國演變出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的﹑

“非典型”的銀行房地產開發貸款證券化危機。 
 

所以﹐REITs 在中國﹐究竟是一個產品創新的問題還是一個

制度創新的問題﹖它究竟是一個房地產商解決資金鏈短缺的融資

工具﹑或者直白地說是房地產開發商套現的一個手段還是一個提

供給個人和機構投資者的一個分享房地產業（特別是商業和工業

地產）快速發展收益的投資工具﹖它究竟是一個沒有流動性﹑沒

有參與度﹑沒有公開充分信息披露和實時監管的私募或資產證券

化品種還是一個像證券市場上高度流動﹑廣泛參與﹑充分披露信

息和實時監管的公募或穩定較高收益的基金投資品種﹖…… 
這一系列問題﹐其實是 REITs 開始試點和制度設計之初﹐必

須要理清的根本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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