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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3         证券简称：易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债券代码：136492         债券简称：16禾嘉债 

债券代码：135404         债券简称：16禾嘉 01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开展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ABS）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滇中保理拟开展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分别设立“华

福-滇中 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投证券-滇中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通

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 “华福-滇中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投证券-滇中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专项计划的交易结构和发行规模等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

场需求进行调整，存在因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等终止设立的风险和利

率波动风险。另外，本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挂牌无异议函，发行完成后需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其设立仍存在不

确定性。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保理”）拟开展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业务。详细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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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福-滇中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一） 本次资产证券化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滇中保理拟开展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即通过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设立“华福-滇中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华福-滇中 1 号”，具体名称最终以专项计划说明书确定为准），将

滇中保理为提供购房尾款商业保理服务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转

让给专项计划进行融资。 

“华福-滇中 1 号”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总规模预计不超过 15 亿元，期限

预计为 2 年，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 13 亿元，次级资

产支持证券的目标规模为发行规模的 5%（总规模、优先级及次级的募集规模具

体以专项计划实际成立时的规模为准）。 

（二）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 

滇中保理通过与核心企业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取得应收账款

债权。本次“华福-滇中 1 号”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于其设立日、循环购买日

转让给计划管理人的原始权益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

益。基础资产包括初始基础资产和新增基础资产，权属清晰，债权明确，能够产

生可预测的现金流。 

2、交易结构  

（1）华福证券作为计划管理人，通过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

式募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向滇中保理购买基础资产；华福证券将以基础资产

所产生的现金流回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向“华福-滇中 1 号”的资产支持证券持

有人兑付本金和预期收益。 

（2）滇中保理为“华福-滇中 1 号”的唯一原始权益人及资产服务机构，为

其提供基础资产管理服务，负责基础资产筛选、基础资产池监控、基础资产债权

清收、基础资产回收资金归集等后续管理工作。 

（3）滇中保理和核心企业对“华福-滇中 1 号”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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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各期预期收益和未偿本金余额以及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未偿本金余额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华福-滇中 1 号”存续期间，可安排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由计划管理人与原

始权益人、评级机构根据基础资产回款情况、新增基础资产审查情况及基础资产

入池的合格标准，共同协商确认并签署确认函后进行循环购买。交易结构如下图

所示： 

 

3、 拟挂牌上市地点 

“华福-滇中 1 号”拟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4、其他 

最终方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审核为准。 

（三）主要参与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1、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 

企业名称：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管理基础

资产，差额补足 

差额支付承诺 

转 让 基 础

债权 

本金和收

益转付 

募集资金 

资产支持证券 

认购资金 

认购协议 

本金和收

益兑付 

证券登记、托管 

资金监管、

托管 

设立、管理 

登记托管机构/支付代

理机构 

监管银行/ 

托管银行 

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者 

计划管理人 

（华福证券） 

原始权益人/资产

服务机构 

（滇中保理） 

融资人/项目公司 

（初始原始权益人） 

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差额支付承诺人 

（核心企业、滇中

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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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511734D 

注册资本：17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冷天晴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经营范围：从事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

保业务）；金融信息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流程外包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审批的，需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经济信

息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 

2、计划管理人 

企业名称：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88 年 06 月 0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3546X 

注册资本：33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157 号 7-8 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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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投证券-滇中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一）本次资产证券化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滇中保理拟开展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即通过中国中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设立“中投证券-滇中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以下简称“中投-滇中”，具体名称最终以专项计划说明书确定为准），将滇

中保理为提供购房尾款商业保理服务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转让

给专项计划进行融资。 

“中投-滇中”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总规模预计不超过 10 亿元，期限预计为

2 年，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 9.5 亿元，次级资产支持

证券的目标规模为发行规模的 5%（总规模、优先级及次级的募集规模具体以专

项计划实际成立时的规模为准）。 

（二）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 

滇中保理通过与核心企业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取得应收账款

债权。本次“中投-滇中”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于其设立日、循环购买日转让给

计划管理人的原始权益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权益。基础资产

包括初始基础资产和新增基础资产，权属清晰，债权明确，能够产生可预测的现

金流。 

2、交易结构  

（1）中投证券作为计划管理人，通过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

式募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向滇中保理购买基础资产；中投证券将以基础资产

所产生的现金流回款为主要资金来源，向“中投-滇中”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兑付本金和预期收益。 

（2）滇中保理为“中投-滇中”的唯一原始权益人及资产服务机构，为其提

供基础资产管理服务，负责基础资产筛选、基础资产池监控、基础资产债权清收、

基础资产回收资金归集等后续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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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企业对“中投-滇中”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费用、优先级资产

支持证券的各期预期收益和未偿本金余额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中投-滇中”存续期间，可安排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由计划管理人与原始

权益人、评级机构根据基础资产回款情况、新增基础资产审查情况及基础资产入

池的合格标准，共同协商确认并签署确认函后进行循环购买。交易结构如下图所

示： 

 

 

 

 

 

 

 

 

 

 

3、拟挂牌上市地点  

“中投-滇中”拟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4、其他 

最终方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审核为准。 

（三）主要参与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1、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 

企业名称：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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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保理） 

融资人/项目公司 

（初始原始权益人） 

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差额支付承诺人 

（核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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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511734D 

注册资本：17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冷天晴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经营范围：从事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

保业务）；金融信息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流程外包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审批的，需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经济信

息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 

2、计划管理人 

企业名称：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5 年 09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9891627F 

注册资本：8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涛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21 层及

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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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利用保理应收款进行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流

动性，达到盘活存量资产的目的；进一步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产结构，一定程度提升了公司的营收

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专项计划的交易结构和发行规模等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

整，专项计划存在利率波动的风险；存在因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终止

设立的风险。专项计划尚需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挂牌无异议函，发行完成后需

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其设立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