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公益
11月28日，公司“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

正式成立。该信托计划是继“5.12 抗震救灾公益

信托”后，公司践行社会公益的又一创举。信托计

划旨在鼓励和帮助“985 重点高校”西安交通大

学优秀学子。11 月 21日上线当天，公司即在官方

微信平台“长安财富”及“长安观点”上发布名为《【长

安公益】一百元即可助力西安交大优秀学子》的

资讯，借助微信朋友圈的多次转发，关心公益、关

注信托的人们纷纷慷慨助力，大力支持，仅一周时

间，即成功募集资金 16.35 万元。

长安财富客户服务部

行业交流
11 月 28 日，公司董事长高成程在北京参加

由平安信托和麦肯锡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信托

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发布暨行业 CEO 交流

会，在中国信托业正迎来大资产管理黄金十年之

际，与同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信托业未来发展和

转型的方向。

鸿儒论道
11 月 25 日，公司赞助的 2013 年第 18 期《鸿

儒论道》在上海举办，主讲嘉宾王健身为美联储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

力图还原真实的美联储，带来题为《美联储如何

制定货币政策？》的演讲。11 月 21日，公司赞助的

2013 年第 17 期《鸿儒论道》在北京举行，法国巴

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

学家、宏观经济研究部主管陈兴动先生，作了题为

《中国经济第二季：挑战和机遇》的精彩演讲。

                                                     北京总部   刘莉莉

银信合作
11 月 23 日，由汉口银行主办、我公司承办的

“银信合作业务研讨会”在西安威斯汀酒店召开，

公司总裁崔进才，副总裁徐谦、瞿文康以及受邀

的各大城商行领导、公司对口业务部门负责人、长

安财富中心领导及相关中后台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信保业务
11 月 22 日，公司在西安华山御温泉国际度

假酒店召开“2013 年信保合作业务研讨会”。公

司总裁崔进才，副总裁徐谦、徐立，总裁助理喻

福兴、胡鹏、黄立军及受邀的 20 家保险公司、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参加会议。参会代表就投

资偏好、风险控制和信用评级等热点问题进行观

点交流、经验分享，并就公司具体推介的信托项

目表示积极的关注。

理性公益
11 月 14 日，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

论坛年会在北京湖南大厦开幕。本次论坛以“理

性公益，多元发展——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

中的角色和定位”为主题。全国各界近 2000 名代

表与会。长安信托是全国唯一两家受邀参会的信

托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公益信托最早的践行者之

一。长安信托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姜燕

出席论坛。

　　               长安财富北京中心   上官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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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信托赴伦敦
学习考察资产证券化业务总结（三）
    2013年 9月，长安信托一行17人共同拜访了穆迪伦敦总部，学

习考察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分析和管理。

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增信措施

　　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降低融资成

本，便利发行，通常在结构中加入增信措施，在欧洲市场中，有三种

基本的增信安排，参照以下三张图说明：

　　一是通过产品分层进行增信 (Subordination)，比如总资产池1000

万英镑，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分为A级 800万和 B级 200万，A级投资

者偿还次序优先于B级投资者，假设资产池出现10%违约率，产生

了100万损失，资产池价值下降为900万，A级投资者仍可以安全回

收 800 万，而 B 级投资人只能收回 900-800=100 万，相对于 B 级最

初投资的200万而言，产生了50%的损失。

　　二是在分层基础上建立备付金 (Reserve) 制度，比如设立50万备

付金，当资产池产生100万损失时，将首先通过50万备付金垫付，

资产池损失降至50万，总资产池价值为950万，A级投资者仍可以

安全回收800万，B级投资人则可以回收950-800=150万，相对于B

级最初投资的200万，损失率降低至25%。

　　第三种增信措施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再进行超值抵押安排（Over 

Collateralisation），比如以 1050 万资金池对应 1000 万资产证券

化产品发行（A 级 800 万，B 级 200 万），当资产池出现 10% 违约

率，产生105万损失时，备付金仍首先赔付50万，资产池价值变为

1050-105+50=995万，A级投资人安全回收800万投资，B级投资人

回收995-800=195万，相对最初200万 B级投资，损失率降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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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部分，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欧洲法律框架下特有的另一类

结构融资产品——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这类产品主要在

欧洲市场发行，美国和澳洲和英国有非常小部分发行。在这类产品

结构中，投资者权益获得两重保护：投资者首先需要发行人偿还，

如发行人违约，投资者拥有对资产池的优先受益权。

五、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分析框架

    对于结构化融资产品，穆迪公司将风险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宏观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包括法律政治等系统性风险，外汇转换风险，

宏观产业风险。国家风险之下，再有针对结构融资产品的风险分析，

又分为三部分内容：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法律风险（Legal 

risk）,和资产信用风险（Asset Credit Risk）。在以上风险分析基础上，

估算结构化产品的预期损失。

    以下对结构融资产品的法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和资产信用风险具

体说明：如何分析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分析从检验各类法律文本开始，

主要包括结构融资中发行人和各连接方的服务合约，原始资产合同，

律师意见书。法律风险分析的目的只要是理解交易金融结构和资产性

质，以及发现其他法律瑕疵。交易金融结构具体包括产品结构类型、

优先级安排、增信、触发事件设定、违约事件定义、利率风险对冲和

掉期安排、代理及担保等。资产性质涉及贷款或租赁、现在及未来资

产池构成、按揭支付计算、利率条款、发起人和债务人的权责安排、

基础资产有无对应其他法律义务，资产性质的分析为下一步资产信用

分析量化模型奠定基础。　　

　　如何分析交易对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是指服务机构、资金管理方、

托管方等是否能正常履行职责的风险。比如贷款服务机构违约将导致贷

款回收缓慢、违约率上升、最终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受损，资金管理和

托管机构违约将导致对投资人支付障碍，即使资产池现金流充足，也依

然会发生对投资者违约的情况。降低交易对手风险通常在结构中加入触

发事件设定，一旦某个环节出现触发事件，服务将自动转移至新的合格

机构，选用高评级交易对手也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风险。

　　如何分析资产池信用风险？这涉及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比如资

产类别（长期短期？是否担保贷款?有其他汽车融资等模式？公司还是

个人贷款？），资产池组合构成情况？主体分散还是集中度高？可获

取信息的质量和频度？在回答这些问题基础上，建立量化模型进行测

算。量化风险的基本测算内容（如图四）：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

= 违约概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X 违约发生后的损失金额（Loss 

Given Default）。违约概率主要和发行人资信相关，违约损失金额主要

和资产池相关，穆迪认为资产池在违约发生后在市场上的再融资风险，

是影响资产可回收价值（或损失金额）最重要的因素。(未完待续 )

　　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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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的笔下圣地，白蛇与许仙的传奇爱情更是为杭州笼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现代都市的繁重生活压力，使人们更加向往杭州那一份惬意和宁静。

让我们跟随长安财富中心客户们的镜头一起，捕捉着美丽的细节，游走于繁盛的叶林间，穿梭在清澈的湖水中，

静静地去品味那一道古风柔情。感受杭州宛若西子的美丽婀娜！

以下为部分客户的摄影作品展示及客户感想。

漫步西湖苏堤 品味人间天堂
——长安财富会员杭州行摄影作品展示

DYNAMIC动态

GLIMPSE掠影

　　长安信托杯2013中欧校友高尔夫华东联队VS复旦EMBA高尔

夫协会联谊赛，于2013年11月17日在上海旭宝高尔夫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由长安财富上海中心承办，邀请金融机构、高校、工商企业

等多个领域的近100 位高端人士共20多个小组参赛，另邀请5家相

关媒体到场宣传。

　　总裁崔进才于当天出席开球仪式致辞，并和中欧国际队队长何

永平、复旦高尔夫协会会长何立新共同挥杆击彩球，拉开赛事精彩

序幕。

　　经总裁授权，长安财富上海中心总经理解天骄代表公司接受上

海电视台体育频道《天下高球》的采访，宣传公司近年理财的骄人成

绩和积极赞助高球的愿望。

　　在颁奖晚会上，崔总为总杆冠军、亚军、季军颁奖，掀起了庆典

的高潮。在场嘉宾对我司和我司理财产品兴趣浓厚，纷纷表示希望

今后与公司多多合作。 

1

美丽千岛湖

环绕在你的左右  卧榻于你的身边  呼吸着你的湿润 

拍摄下你的美颜  渴望有一日再来  畅游在你的心怀

——客户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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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高兴长安信托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值得回忆的旅

行，这一次从组织到实施，让你们费心和操心不少，也给你

们添了不少麻烦，十分感谢！

——客户  柳鹏

9 秋风携带丝丝凉意，翻飞温柔的棉絮。偌大湖面中，一只孤舟

泛起层层惋惜。它孤单吗？不！千座岛屿总在与它轻柔细语。                

——客户  戚安丽

8 感谢长安信托，以后多提供稳健的理财产品。祝长安信托

长盛久安。                             ——客户 吴小星

千岛湖的后湖景色真是美如画！         ——客户  张克农2

漫步西湖，感受着阳光下的波光粼粼。出淤泥而不染的白

莲，万绿丛中的雷峰塔。那么安静，那么惬意。我很荣幸能

参加长安信托组织的杭州行活动，让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

在美景中和朋友们畅谈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你说呢？

——客户  王海

3

美丽的千岛湖，夕阳的余晖给这湖光山色披上了一层闪亮

的金色外衣。一簇簇的芦苇生机盎然。这宁静优美的景色

令人陶醉。感谢长安信托！

——客户  张春芳

4

长安信托组织的此次杭州旅游，大家玩得很愉快，感谢长

安信托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让大家认识的机会。真想不到，

这次在南浔发现刘家原来是首富！

——客户  刘春华

5

小小古镇南浔，曾在100多年前达到鼎盛，有富可敌城之誉。

盐、丝绸贸易造就了无数富商，当地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来比喻。图六是四象之首刘镛家的小莲庄。                

 ——客户  王丽  

6

长安财富微信二维码

长安观点微信二维码

长安信托杯高尔夫球赛

崔总运气挥杆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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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泛资管时代”背景下，信托投融资业务在快速变化的

金融行业中面临着不断转型的压力，而这种“转型”或将围绕机构

客户展开，如何通过做出更专业化、差异化的服务来拓展新的资产

管理业务，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下面笔者将结合天府之国——成都

地区经济环境情况就如何开拓信托新领域谈谈看法。

一、成都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1、成都的近期经济发展状况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正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现已取得相应效果。2012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138.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GDP由上年居副省级城市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

仅次于广州 、深圳，经济总量增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89亿元，

增长17.2%，外贸出口增幅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

位。上述发展的良好势头主要得力于天府新区和“北改”区域这两大

板块的快速发展及成都地区三圈层工业的加速发展。

2、成都的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发展状况

　　根据规划建设的天府新区和“北改”片区以及成都地区三圈层

工业发展战略，政府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将成为四川省发展

最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 2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

划提出“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成都天府新区与全国

其他四大新区，共同被国家列为重点城市新区建设，将进一步提升

成都市作为特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创新发展能力，促

进周边地区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促进成绵乐、成内渝、

成南（遂）渝三个发展带加快发展。2012 年，天府新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219.2亿元，同比增长18.5%，比全市高5.5个百分点。

　　2012 年是成都市“北改”的启动之年。2012 年 2月5日的“北

改”工程工作汇报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旗帜鲜明地提出：

“北改”工程是我市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北改”是一个系统工

程，囊括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等多个层面。2012年，城北

片区实现主导产业增加值372.9 亿元，同比增长10.2%，“北改”的

作用和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根据《成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点）建设管理导则（试行）》，在

产业定位方面，一二三圈层的产业发展有着明确的界定，并按照“一

区一主业”的要求，围绕主导产业聚集发展、成链发展、关联发展，

形成集聚。远郊市县——“第三圈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新

津县、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积极承接中心城区、近郊

区一般制造业和加工工业转移，主要发展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食品、家具、制鞋等传统优势产业，石化、建材等资源性特色产业

和一般性加工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第三圈层”是

成都未来发展的重点和爆发点，三圈层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主要来自

工业的加速发展，目前一、二、三圈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发展

差距缩小，2012年三个圈层经济增速差距由1.5个百分点，缩小为1.1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公共收入增速差距由14.6个百分点缩小为9.8个

百分点。2012年通过“兴二优一”，体现出三圈层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

实现工业增加值491.3亿元，增长18.9%，增速为三个圈层中最高。

　　目前成都地区正支持工业向天府新区和第三圈层进一步集中，

在市域北东南部建成高度集聚的先进制造产业群，市域西部在保障

生态本底基础上按“相对集中，适度分散”的方式布局，优化完善工

业园区（点）布点布局，加快推进工业后备区规划建设。深化完善“一

区一主业”产业布局，支持产业跨区域协作配套，促进产业关联度高

的区（市）县按照产业链分工实现集群发展，在更大空间上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汽车和装备产业集群，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3、成都金融产业发展状况

　　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基础优

越，发展态势良好，在中西部地区处于领先位置。2013 年7月，银

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提出：银监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成都在统筹城

乡发展、金融服务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性金融、科技金

融等方面加强探索，走出新的路子，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重点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成都金融发展

水平居中西部城市首位，全国第七位。截止2013 年 4月，成都有银

行 60家，保险公司69家，证券期货公司57家，新兴金融机构发展

迅猛，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金融市

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融资租赁、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快速发

展，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金融市场

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下，如何开展成都地区的信托新业务

　　在当前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环境下，我部确定了“坚持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结合成都当地市场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

专业化、差异化、持续创新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将我部打造为成都

地区现代化综合金融服务机构的网点。

1、结合地区经济特点，创新性的开展政信类项目。自去年

下半年开始，我部结合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当地的经济特点，抓住

市场机遇，挑选成都地区几个财政实力排名靠前的区县合作了十几

单集合类政信合作类项目。另外我部将继续加强与各大同业的合作，

打开项目合作渠道，丰富我部业务种类，加快业务转型。

2、信托公司要转型，首先必须对未来业务的逻辑起点进

行切换：即从融资方的融资需求切换到投资方的投资需求上来，即

更多地立足于委托端客户的理财需求开发、设计相适应的信托产品。

    我部将结合成都地区的市场特点，现阶段提出三条路径为业务

的转型做准备：

    第一是服务于企业管理的信托产品的方面，结合目前成都地区

各大产业的发展特点，为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特别是资产证券化和REITs业务。

    第二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家族信托的服务。中国的高净值家庭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北京等5省市数量最多，宁夏

等4地最少，而四川的高净值家庭数居内陆省份第一。我部应紧抓

机遇，为高端客户赢得持续稳健的收益。

　　第三是服务于社会公共管理的信托管理，包括公益信托和土

地流转信托。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农村

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现代大农业。土地流转、土地权益与土

地生产要素市场化是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的精髓。我部将紧抓

此机遇，发挥信托优势，参与土地流转，能够在土地所有权不发生

变化的前提下，农民既不失去土地，又能持续从土地中获益，土地

实现有效流通。

3、创新的同时，坚持风控体系多方面的提升：一是严格遵

守公司各项业务指引、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风险控制、排查、监控

工作，始终将“控风险、保兑付”放在首位。二是增强风险控制管理

措施，真正做到项目的合规性、风险防范、期间管理、清算兑付、档

案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效风险防范和处理。三是进一步落实以项目

管理为主线的薪酬绩效考核制度，明确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的第一

责任人，做到责、权、利清晰，改善管理水平。

成都业务部   杨蕾

信托经理集中培训
　　为满足不同层次信托业务人员的培训需求，保证培训效果，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公司采用分岗位、分层次的培训

方式，于2013 年 8月针对入职 2 年以下的信托人员组织了第一

期信托业务人员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尽职调查报告撰写规范、

业务风险认知与识别、财务分析、法律合同库的使用、项目调查

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信托产品开发与设计、证券投资类业务、

平台类业务等相关知识，共有 54人参加。

　　11月15日~16日，公司针对入职 2-3 年的信托业务人员，

成功举办第二期集中培训，邀请公司领导、外部专家和内部业务

骨干讲授宏观经济形势、房地产开发流程及成本、家族信托、房

地产股权投资业务、债券业务、资产证券化等。

   这两次集中培训，公司从培训需求调查的准确性、培训内容的

针对性和培训讲师的专业性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精心组织，认

真实施，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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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成都发展机遇
大力开拓信托新领域

KNOWLEDGE知识

法规小园地
近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咱们结婚吧》，男主角果然在向女主角

杨桃求婚时将其房产证、银行卡、车等财产全部交与女主角的一幕，赚足

了观众满满的感动和大把的眼泪。那么如何从理性的角度了解我国婚姻法

中关于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规定。

问：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如何规定？

答：1、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以下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 工资、奖金； ( 二 ) 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 ) 知识

产权的收益； ( 四 )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 五 )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

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

　　( 一 )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

　　( 二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

　　(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

定的 " 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

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2、哪些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 一 ) 一方的婚前财产； ( 二 )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赔费、残疾

人生活补助等费用；( 三 )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 四 )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 五 )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

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

　　3、夫妻双方是否可以自行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的归属？

　　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约定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

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

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

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4、关于房产的归属都有哪些具体规定？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 三 ) 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

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

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

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

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

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

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

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

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

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以上只是关于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部分法律规定，并没有涵盖全部，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需要全面了解的可以查阅婚姻法以及其司法解

释。在开展信托业务中同样需要了解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相关规定，比

如当自然人作为保证人为债权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时，在担保期间保证

人可以通过离婚或约定财产归属的方式转移其财产，将实质性地影响担保

权的实现。               

　　　　　　　　　　　　　　　　　　　　　合规法务部   贾艳

利率衍生品——远期利率 Forward Rate、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

（一）概念解释

1、远期利率 (Forward Rate) 是指隐含在给定的即期利率之

中，从未来的某一时点到另一时点的利率。例如：1×2 远期利率，

即表示1个月之后开始的期限1个月的远期利率；2×4远期利率，

则表示 2 个月之后开始的期限为2 个月的远期利率。

如以ft-1,t 代表第 t-1年至第 t 年间的远期利率，St代表

t年期即期利率，St-1代表t-1年期即期利率，其一般计算式是：

　　　　     

举例说明：已知 2 年期的即期利率为5%，3 年期即期利率为

6%，求第 2 年至第 3 年的远期利率是多少？

f2,3 = 8%　　

2、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是指两笔货币相同、债

务额相同 ( 本金相同 )、期限相同的资金，作固定利率与浮动利

率的调换。这个调换是双方的，如甲方以固定利率换取乙方的浮

动利率，乙方则以浮动利率换取甲方的固定利率，故称互换。由

于筹资双方信用等级、筹资渠道、地理位置以及信息掌握程度等

方面的不同，在各自的领域存在着比较优势。因此，双方愿意达

成协议，发挥各自优势，然后再互相交换债务，达到两者总成本

的降低，进而由于利益共享，最终使得互换双方的筹资成本都能

够得到一定的降低。 

举例说明：假设有甲、乙两家公司，其信用等级及各自在固

定利率市场和浮动利率市场上的借款成本如下表所示：

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甲公司由于信用等级高，在浮

动利率市场和固定利率市场都有优势，但是 , 两公司固定利率

之差为1.5%，而浮动利率之差仅为 O.3%。因此，可以认为甲公

司在固定利率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假设甲公司根据资产匹配

的要求希望支付浮动利率利息而乙公司希望支付固定利率利

息，如果二者按照各自原本的借款成本借款，总的成本为：6 个

月 LIBOR+O.2%+10.5%=6 个月 LIBOR+10.7%。根据双方的比较

优势，甲公司借入固定利率贷款，乙公司借入浮动利率贷款，

然后再进行互换，总的成本为：9%+6 个月 LIBOR+0.5%=6 个月

LIBOR+9.5%。相对于不进行互换而言一共节省成本1.2%。双方可

以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分享这部分节省下来的成本。比如，按照

利益均分原则每一方就可以节省 0.6%。     

假设二者利益均分，即每一方节省 0.6%，X=9.4%，那么，甲公

司的实际贷款成本为：9%+LIBOR-9.4%=LIBOR-0.4%，而乙公司的

贷款成本为：LIBOR+O.5%-LIBOR+9.4%=9.9%。双方成本都节省了

0.6%。

（二）实际应用以及重要性

1、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 rate agreements，简称 FRA ）

是一种远期合约，买卖双方 ( 客户与银行或两个银行同业之间 )

商定将来一定时间点 ( 指利息起算日) 开始的一定期限的协议利

率，并规定以何种利率为参照利率，在将来利息起算日，按规定

的协议利率、期限和本金额，由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支付协议利

率与参照利率利息差的贴现额。

在这种协议下，交易双方约定从将来某一确定的日期开始

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借贷一笔利率固定、数额确定，以具体货币

表示的名义本金。远期利率协议的买方就是名义借款人，如果市

场利率上升的话，他按协议上确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就避免了利

率风险；但若市场利率下跌的话，他仍然必须按协议利率支付利

息，就会受到损失。远期利率协议的卖方就是名义贷款人，他按

照协议确定的利率收取利息，显然，若市场利率下跌，他将受益；

若市场利率上升，他则受损。

举例：2006 年 4月10日，某财务公司经理预测从 2006 年 6

月16日到 9月15日的 3个月（92 天）的远期资金需求，他认为，

利率可能上升，因此，他想对冲利率上升的风险，便于 4月10日

从中国银行买进远期利率协议。

合约金额：10000000 元

交易日：2006 年 4月10日

结算日：2006 年 6月16日

到期日：2006 年 9月15日

合约年利率：6.75%

年基准：360 天

如果在结算日6月16日的 3 个月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

（参考利率）为7.25%，高于合约利率，则按照远期利率协议银行

须补偿公司一定量的现金：

结算金=                                          （元）

至此，远期利率协议就终止了，该公司可以将借款成本锁定

在 6.75%。

FRA 是防范将来利率变动风险的一种金融工具，其特点是

预先锁定将来的利率。在 FRA市场中，FRA 的买方是为了防止利

率上升引起筹资成本上升的风险，希望在现在就锁定将来的筹

资成本。用FRA 防范将来利率变动的风险，实质上是用FRA市场

的盈亏抵补现货资金市场的风险，因此 FRA 具有预先决定筹资

成本或预先决定投资报酬率的功能。

2、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在标准化的互换市场上，

固定利率往往以一定年限的国库券收益率加上一个利差作为报

价。例如，一个十年期的国库券收益率为6.2%，利差是68个基本点，

那么这个十年期利率互换的价格就是 6.88%，按市场惯例，如果

这是利率互换的卖价，那么按此价格报价人愿意出售一个固定

利率为6.88%，而承担浮动利率的风险。如果是买价，就是一个

固定收益率 6.2% 加上 63 个基本点，即为6.83%，按此价格报价

人愿意购买一个固定利率而不愿意承担浮动利率的风险。

固定收益部   杜颖霖

谈债券（七）：利率衍生品

新员工入职培训
    为使公司新员工了解企业历史、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公司各

项管理制度以及战略发展目标，帮助员工更快地融入公司文化，

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人力资本部于2013 年11月3日至 5日举

办了为期三天的 2013 年第 3 期新员工入职培训。

   董事长高成程在入职培训开班式上致欢迎词，希望大家通过

入职培训，更好地学习、了解和掌握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及相关业

务流程，尽快地适应并进入各自的岗位角色。副总裁徐谦就信托

行业的发展与现状、公司特点及信托业务情况等进行精彩讲解，

并对各位新员工提出殷切希望。各相关部门分别对公司的规章制

度及业务流程进行讲解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新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团队协作意识，

公司还安排了为期一天的户外拓展训练。

人力资本部   张洪桥

聘劳动关系法律顾问
　　为了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化，有效地防范和化解

劳动关系风险，提高处理劳动关系问题的专业性，公司特聘请陕

西万国仁和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劳动关系专项法律顾问，协助公

司健全各项人事规章制度、加强劳动法律知识培训和规避劳资纠

纷，双方于2013 年11月7日举行了启动仪式。

　　公司副总裁徐谦、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教授谢德成、万国仁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训、人力资本部及合规法务部相关人员参

加启动仪式。公司副总裁徐谦首先代表公司发言，希望法律顾问

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公司的各项人事制

度建设、劳资纠纷预防及劳动法律知识培训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

指导意见。谢教授及刘律师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公司健全人事

制度、防范用人风险，规避劳动纠纷；双方就合作协议的具体内

容及人事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劳动法律培训等事宜的推进计划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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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9% LIBO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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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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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泛资管时代”背景下，信托投融资业务在快速变化的

金融行业中面临着不断转型的压力，而这种“转型”或将围绕机构

客户展开，如何通过做出更专业化、差异化的服务来拓展新的资产

管理业务，将是未来工作重点。下面笔者将结合天府之国——成都

地区经济环境情况就如何开拓信托新领域谈谈看法。

一、成都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1、成都的近期经济发展状况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正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现已取得相应效果。2012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138.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GDP由上年居副省级城市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

仅次于广州 、深圳，经济总量增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89亿元，

增长17.2%，外贸出口增幅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

位。上述发展的良好势头主要得力于天府新区和“北改”区域这两大

板块的快速发展及成都地区三圈层工业的加速发展。

2、成都的产业发展规划及产业发展状况

　　根据规划建设的天府新区和“北改”片区以及成都地区三圈层

工业发展战略，政府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将成为四川省发展

最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 2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

划提出“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成都天府新区与全国

其他四大新区，共同被国家列为重点城市新区建设，将进一步提升

成都市作为特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创新发展能力，促

进周边地区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促进成绵乐、成内渝、

成南（遂）渝三个发展带加快发展。2012 年，天府新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219.2亿元，同比增长18.5%，比全市高5.5个百分点。

　　2012 年是成都市“北改”的启动之年。2012 年 2月5日的“北

改”工程工作汇报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旗帜鲜明地提出：

“北改”工程是我市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北改”是一个系统工

程，囊括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等多个层面。2012年，城北

片区实现主导产业增加值372.9 亿元，同比增长10.2%，“北改”的

作用和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根据《成都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点）建设管理导则（试行）》，在

产业定位方面，一二三圈层的产业发展有着明确的界定，并按照“一

区一主业”的要求，围绕主导产业聚集发展、成链发展、关联发展，

形成集聚。远郊市县——“第三圈层”（金堂县、大邑县、蒲江县、新

津县、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积极承接中心城区、近郊

区一般制造业和加工工业转移，主要发展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食品、家具、制鞋等传统优势产业，石化、建材等资源性特色产业

和一般性加工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第三圈层”是

成都未来发展的重点和爆发点，三圈层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主要来自

工业的加速发展，目前一、二、三圈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发展

差距缩小，2012年三个圈层经济增速差距由1.5个百分点，缩小为1.1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公共收入增速差距由14.6个百分点缩小为9.8个

百分点。2012年通过“兴二优一”，体现出三圈层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

实现工业增加值491.3亿元，增长18.9%，增速为三个圈层中最高。

　　目前成都地区正支持工业向天府新区和第三圈层进一步集中，

在市域北东南部建成高度集聚的先进制造产业群，市域西部在保障

生态本底基础上按“相对集中，适度分散”的方式布局，优化完善工

业园区（点）布点布局，加快推进工业后备区规划建设。深化完善“一

区一主业”产业布局，支持产业跨区域协作配套，促进产业关联度高

的区（市）县按照产业链分工实现集群发展，在更大空间上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汽车和装备产业集群，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3、成都金融产业发展状况

　　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基础优

越，发展态势良好，在中西部地区处于领先位置。2013 年7月，银

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提出：银监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成都在统筹城

乡发展、金融服务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性金融、科技金

融等方面加强探索，走出新的路子，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重点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成都金融发展

水平居中西部城市首位，全国第七位。截止2013 年 4月，成都有银

行 60家，保险公司69家，证券期货公司57家，新兴金融机构发展

迅猛，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金融市

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融资租赁、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快速发

展，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金融市场

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下，如何开展成都地区的信托新业务

　　在当前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环境下，我部确定了“坚持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结合成都当地市场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

专业化、差异化、持续创新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将我部打造为成都

地区现代化综合金融服务机构的网点。

1、结合地区经济特点，创新性的开展政信类项目。自去年

下半年开始，我部结合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当地的经济特点，抓住

市场机遇，挑选成都地区几个财政实力排名靠前的区县合作了十几

单集合类政信合作类项目。另外我部将继续加强与各大同业的合作，

打开项目合作渠道，丰富我部业务种类，加快业务转型。

2、信托公司要转型，首先必须对未来业务的逻辑起点进

行切换：即从融资方的融资需求切换到投资方的投资需求上来，即

更多地立足于委托端客户的理财需求开发、设计相适应的信托产品。

    我部将结合成都地区的市场特点，现阶段提出三条路径为业务

的转型做准备：

    第一是服务于企业管理的信托产品的方面，结合目前成都地区

各大产业的发展特点，为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特别是资产证券化和REITs业务。

    第二是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家族信托的服务。中国的高净值家庭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北京等5省市数量最多，宁夏

等4地最少，而四川的高净值家庭数居内陆省份第一。我部应紧抓

机遇，为高端客户赢得持续稳健的收益。

　　第三是服务于社会公共管理的信托管理，包括公益信托和土

地流转信托。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农村

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现代大农业。土地流转、土地权益与土

地生产要素市场化是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的精髓。我部将紧抓

此机遇，发挥信托优势，参与土地流转，能够在土地所有权不发生

变化的前提下，农民既不失去土地，又能持续从土地中获益，土地

实现有效流通。

3、创新的同时，坚持风控体系多方面的提升：一是严格遵

守公司各项业务指引、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风险控制、排查、监控

工作，始终将“控风险、保兑付”放在首位。二是增强风险控制管理

措施，真正做到项目的合规性、风险防范、期间管理、清算兑付、档

案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效风险防范和处理。三是进一步落实以项目

管理为主线的薪酬绩效考核制度，明确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的第一

责任人，做到责、权、利清晰，改善管理水平。

成都业务部   杨蕾

信托经理集中培训
　　为满足不同层次信托业务人员的培训需求，保证培训效果，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公司采用分岗位、分层次的培训

方式，于2013 年 8月针对入职 2 年以下的信托人员组织了第一

期信托业务人员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尽职调查报告撰写规范、

业务风险认知与识别、财务分析、法律合同库的使用、项目调查

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信托产品开发与设计、证券投资类业务、

平台类业务等相关知识，共有 54人参加。

　　11月15日~16日，公司针对入职 2-3 年的信托业务人员，

成功举办第二期集中培训，邀请公司领导、外部专家和内部业务

骨干讲授宏观经济形势、房地产开发流程及成本、家族信托、房

地产股权投资业务、债券业务、资产证券化等。

   这两次集中培训，公司从培训需求调查的准确性、培训内容的

针对性和培训讲师的专业性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精心组织，认

真实施，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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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成都发展机遇
大力开拓信托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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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小园地
近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咱们结婚吧》，男主角果然在向女主角

杨桃求婚时将其房产证、银行卡、车等财产全部交与女主角的一幕，赚足

了观众满满的感动和大把的眼泪。那么如何从理性的角度了解我国婚姻法

中关于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规定。

问：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如何规定？

答：1、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以下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 ) 工资、奖金； ( 二 ) 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 ) 知识

产权的收益； ( 四 )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 五 )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

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

　　( 一 )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

　　( 二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

　　(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

定的 " 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

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

　　2、哪些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 一 ) 一方的婚前财产； ( 二 )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赔费、残疾

人生活补助等费用；( 三 )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 四 )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 五 )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

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

　　3、夫妻双方是否可以自行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的归属？

　　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约定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

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

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

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4、关于房产的归属都有哪些具体规定？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 三 ) 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

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

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

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

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

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

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

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

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

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以上只是关于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部分法律规定，并没有涵盖全部，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需要全面了解的可以查阅婚姻法以及其司法解

释。在开展信托业务中同样需要了解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相关规定，比

如当自然人作为保证人为债权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时，在担保期间保证

人可以通过离婚或约定财产归属的方式转移其财产，将实质性地影响担保

权的实现。               

　　　　　　　　　　　　　　　　　　　　　合规法务部   贾艳

利率衍生品——远期利率 Forward Rate、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

（一）概念解释

1、远期利率 (Forward Rate) 是指隐含在给定的即期利率之

中，从未来的某一时点到另一时点的利率。例如：1×2 远期利率，

即表示1个月之后开始的期限1个月的远期利率；2×4远期利率，

则表示 2 个月之后开始的期限为2 个月的远期利率。

如以ft-1,t 代表第 t-1年至第 t 年间的远期利率，St代表

t年期即期利率，St-1代表t-1年期即期利率，其一般计算式是：

　　　　     

举例说明：已知 2 年期的即期利率为5%，3 年期即期利率为

6%，求第 2 年至第 3 年的远期利率是多少？

f2,3 = 8%　　

2、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是指两笔货币相同、债

务额相同 ( 本金相同 )、期限相同的资金，作固定利率与浮动利

率的调换。这个调换是双方的，如甲方以固定利率换取乙方的浮

动利率，乙方则以浮动利率换取甲方的固定利率，故称互换。由

于筹资双方信用等级、筹资渠道、地理位置以及信息掌握程度等

方面的不同，在各自的领域存在着比较优势。因此，双方愿意达

成协议，发挥各自优势，然后再互相交换债务，达到两者总成本

的降低，进而由于利益共享，最终使得互换双方的筹资成本都能

够得到一定的降低。 

举例说明：假设有甲、乙两家公司，其信用等级及各自在固

定利率市场和浮动利率市场上的借款成本如下表所示：

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甲公司由于信用等级高，在浮

动利率市场和固定利率市场都有优势，但是 , 两公司固定利率

之差为1.5%，而浮动利率之差仅为 O.3%。因此，可以认为甲公

司在固定利率市场具有比较优势。假设甲公司根据资产匹配

的要求希望支付浮动利率利息而乙公司希望支付固定利率利

息，如果二者按照各自原本的借款成本借款，总的成本为：6 个

月 LIBOR+O.2%+10.5%=6 个月 LIBOR+10.7%。根据双方的比较

优势，甲公司借入固定利率贷款，乙公司借入浮动利率贷款，

然后再进行互换，总的成本为：9%+6 个月 LIBOR+0.5%=6 个月

LIBOR+9.5%。相对于不进行互换而言一共节省成本1.2%。双方可

以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分享这部分节省下来的成本。比如，按照

利益均分原则每一方就可以节省 0.6%。     

假设二者利益均分，即每一方节省 0.6%，X=9.4%，那么，甲公

司的实际贷款成本为：9%+LIBOR-9.4%=LIBOR-0.4%，而乙公司的

贷款成本为：LIBOR+O.5%-LIBOR+9.4%=9.9%。双方成本都节省了

0.6%。

（二）实际应用以及重要性

1、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 rate agreements，简称 FRA ）

是一种远期合约，买卖双方 ( 客户与银行或两个银行同业之间 )

商定将来一定时间点 ( 指利息起算日) 开始的一定期限的协议利

率，并规定以何种利率为参照利率，在将来利息起算日，按规定

的协议利率、期限和本金额，由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支付协议利

率与参照利率利息差的贴现额。

在这种协议下，交易双方约定从将来某一确定的日期开始

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借贷一笔利率固定、数额确定，以具体货币

表示的名义本金。远期利率协议的买方就是名义借款人，如果市

场利率上升的话，他按协议上确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就避免了利

率风险；但若市场利率下跌的话，他仍然必须按协议利率支付利

息，就会受到损失。远期利率协议的卖方就是名义贷款人，他按

照协议确定的利率收取利息，显然，若市场利率下跌，他将受益；

若市场利率上升，他则受损。

举例：2006 年 4月10日，某财务公司经理预测从 2006 年 6

月16日到 9月15日的 3个月（92 天）的远期资金需求，他认为，

利率可能上升，因此，他想对冲利率上升的风险，便于 4月10日

从中国银行买进远期利率协议。

合约金额：10000000 元

交易日：2006 年 4月10日

结算日：2006 年 6月16日

到期日：2006 年 9月15日

合约年利率：6.75%

年基准：360 天

如果在结算日6月16日的 3 个月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

（参考利率）为7.25%，高于合约利率，则按照远期利率协议银行

须补偿公司一定量的现金：

结算金=                                          （元）

至此，远期利率协议就终止了，该公司可以将借款成本锁定

在 6.75%。

FRA 是防范将来利率变动风险的一种金融工具，其特点是

预先锁定将来的利率。在 FRA市场中，FRA 的买方是为了防止利

率上升引起筹资成本上升的风险，希望在现在就锁定将来的筹

资成本。用FRA 防范将来利率变动的风险，实质上是用FRA市场

的盈亏抵补现货资金市场的风险，因此 FRA 具有预先决定筹资

成本或预先决定投资报酬率的功能。

2、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在标准化的互换市场上，

固定利率往往以一定年限的国库券收益率加上一个利差作为报

价。例如，一个十年期的国库券收益率为6.2%，利差是68个基本点，

那么这个十年期利率互换的价格就是 6.88%，按市场惯例，如果

这是利率互换的卖价，那么按此价格报价人愿意出售一个固定

利率为6.88%，而承担浮动利率的风险。如果是买价，就是一个

固定收益率 6.2% 加上 63 个基本点，即为6.83%，按此价格报价

人愿意购买一个固定利率而不愿意承担浮动利率的风险。

固定收益部   杜颖霖

谈债券（七）：利率衍生品

新员工入职培训
    为使公司新员工了解企业历史、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公司各

项管理制度以及战略发展目标，帮助员工更快地融入公司文化，

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人力资本部于2013 年11月3日至 5日举

办了为期三天的 2013 年第 3 期新员工入职培训。

   董事长高成程在入职培训开班式上致欢迎词，希望大家通过

入职培训，更好地学习、了解和掌握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及相关业

务流程，尽快地适应并进入各自的岗位角色。副总裁徐谦就信托

行业的发展与现状、公司特点及信托业务情况等进行精彩讲解，

并对各位新员工提出殷切希望。各相关部门分别对公司的规章制

度及业务流程进行讲解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新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团队协作意识，

公司还安排了为期一天的户外拓展训练。

人力资本部   张洪桥

聘劳动关系法律顾问
　　为了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化，有效地防范和化解

劳动关系风险，提高处理劳动关系问题的专业性，公司特聘请陕

西万国仁和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劳动关系专项法律顾问，协助公

司健全各项人事规章制度、加强劳动法律知识培训和规避劳资纠

纷，双方于2013 年11月7日举行了启动仪式。

　　公司副总裁徐谦、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教授谢德成、万国仁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训、人力资本部及合规法务部相关人员参

加启动仪式。公司副总裁徐谦首先代表公司发言，希望法律顾问

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公司的各项人事制

度建设、劳资纠纷预防及劳动法律知识培训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

指导意见。谢教授及刘律师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公司健全人事

制度、防范用人风险，规避劳动纠纷；双方就合作协议的具体内

容及人事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劳动法律培训等事宜的推进计划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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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               乙公司

信用等级       AAA                  BBB

固定利率       9%                   10.5%

浮动利率       6 个月 LIBOR+0.2%    6 个月 LIBOR+0.5%

FIXED9% LIBOR+0.5%
LIBOR

甲公司 乙公司



长安公益
11月28日，公司“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

正式成立。该信托计划是继“5.12 抗震救灾公益

信托”后，公司践行社会公益的又一创举。信托计

划旨在鼓励和帮助“985 重点高校”西安交通大

学优秀学子。11 月 21日上线当天，公司即在官方

微信平台“长安财富”及“长安观点”上发布名为《【长

安公益】一百元即可助力西安交大优秀学子》的

资讯，借助微信朋友圈的多次转发，关心公益、关

注信托的人们纷纷慷慨助力，大力支持，仅一周时

间，即成功募集资金 16.35 万元。

长安财富客户服务部

行业交流
11 月 28 日，公司董事长高成程在北京参加

由平安信托和麦肯锡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信托

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发布暨行业 CEO 交流

会，在中国信托业正迎来大资产管理黄金十年之

际，与同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信托业未来发展和

转型的方向。

鸿儒论道
11 月 25 日，公司赞助的 2013 年第 18 期《鸿

儒论道》在上海举办，主讲嘉宾王健身为美联储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

力图还原真实的美联储，带来题为《美联储如何

制定货币政策？》的演讲。11 月 21日，公司赞助的

2013 年第 17 期《鸿儒论道》在北京举行，法国巴

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

学家、宏观经济研究部主管陈兴动先生，作了题为

《中国经济第二季：挑战和机遇》的精彩演讲。

                                                     北京总部   刘莉莉

银信合作
11 月 23 日，由汉口银行主办、我公司承办的

“银信合作业务研讨会”在西安威斯汀酒店召开，

公司总裁崔进才，副总裁徐谦、瞿文康以及受邀

的各大城商行领导、公司对口业务部门负责人、长

安财富中心领导及相关中后台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信保业务
11 月 22 日，公司在西安华山御温泉国际度

假酒店召开“2013 年信保合作业务研讨会”。公

司总裁崔进才，副总裁徐谦、徐立，总裁助理喻

福兴、胡鹏、黄立军及受邀的 20 家保险公司、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参加会议。参会代表就投

资偏好、风险控制和信用评级等热点问题进行观

点交流、经验分享，并就公司具体推介的信托项

目表示积极的关注。

理性公益
11 月 14 日，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

论坛年会在北京湖南大厦开幕。本次论坛以“理

性公益，多元发展——非公募基金会在社会建设

中的角色和定位”为主题。全国各界近 2000 名代

表与会。长安信托是全国唯一两家受邀参会的信

托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公益信托最早的践行者之

一。长安信托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姜燕

出席论坛。

　　               长安财富北京中心   上官利青

NEWS新闻

长安信托赴伦敦
学习考察资产证券化业务总结（三）
    2013年 9月，长安信托一行17人共同拜访了穆迪伦敦总部，学

习考察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分析和管理。

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增信措施

　　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降低融资成

本，便利发行，通常在结构中加入增信措施，在欧洲市场中，有三种

基本的增信安排，参照以下三张图说明：

　　一是通过产品分层进行增信 (Subordination)，比如总资产池1000

万英镑，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分为A级 800万和 B级 200万，A级投资

者偿还次序优先于B级投资者，假设资产池出现10%违约率，产生

了100万损失，资产池价值下降为900万，A级投资者仍可以安全回

收 800 万，而 B 级投资人只能收回 900-800=100 万，相对于 B 级最

初投资的200万而言，产生了50%的损失。

　　二是在分层基础上建立备付金 (Reserve) 制度，比如设立50万备

付金，当资产池产生100万损失时，将首先通过50万备付金垫付，

资产池损失降至50万，总资产池价值为950万，A级投资者仍可以

安全回收800万，B级投资人则可以回收950-800=150万，相对于B

级最初投资的200万，损失率降低至25%。

　　第三种增信措施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再进行超值抵押安排（Over 

Collateralisation），比如以 1050 万资金池对应 1000 万资产证券

化产品发行（A 级 800 万，B 级 200 万），当资产池出现 10% 违约

率，产生105万损失时，备付金仍首先赔付50万，资产池价值变为

1050-105+50=995万，A级投资人安全回收800万投资，B级投资人

回收995-800=195万，相对最初200万 B级投资，损失率降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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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部分，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欧洲法律框架下特有的另一类

结构融资产品——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这类产品主要在

欧洲市场发行，美国和澳洲和英国有非常小部分发行。在这类产品

结构中，投资者权益获得两重保护：投资者首先需要发行人偿还，

如发行人违约，投资者拥有对资产池的优先受益权。

五、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分析框架

    对于结构化融资产品，穆迪公司将风险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宏观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包括法律政治等系统性风险，外汇转换风险，

宏观产业风险。国家风险之下，再有针对结构融资产品的风险分析，

又分为三部分内容：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法律风险（Legal 

risk）,和资产信用风险（Asset Credit Risk）。在以上风险分析基础上，

估算结构化产品的预期损失。

    以下对结构融资产品的法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和资产信用风险具

体说明：如何分析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分析从检验各类法律文本开始，

主要包括结构融资中发行人和各连接方的服务合约，原始资产合同，

律师意见书。法律风险分析的目的只要是理解交易金融结构和资产性

质，以及发现其他法律瑕疵。交易金融结构具体包括产品结构类型、

优先级安排、增信、触发事件设定、违约事件定义、利率风险对冲和

掉期安排、代理及担保等。资产性质涉及贷款或租赁、现在及未来资

产池构成、按揭支付计算、利率条款、发起人和债务人的权责安排、

基础资产有无对应其他法律义务，资产性质的分析为下一步资产信用

分析量化模型奠定基础。　　

　　如何分析交易对手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是指服务机构、资金管理方、

托管方等是否能正常履行职责的风险。比如贷款服务机构违约将导致贷

款回收缓慢、违约率上升、最终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受损，资金管理和

托管机构违约将导致对投资人支付障碍，即使资产池现金流充足，也依

然会发生对投资者违约的情况。降低交易对手风险通常在结构中加入触

发事件设定，一旦某个环节出现触发事件，服务将自动转移至新的合格

机构，选用高评级交易对手也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风险。

　　如何分析资产池信用风险？这涉及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比如资

产类别（长期短期？是否担保贷款?有其他汽车融资等模式？公司还是

个人贷款？），资产池组合构成情况？主体分散还是集中度高？可获

取信息的质量和频度？在回答这些问题基础上，建立量化模型进行测

算。量化风险的基本测算内容（如图四）：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

= 违约概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X 违约发生后的损失金额（Loss 

Given Default）。违约概率主要和发行人资信相关，违约损失金额主要

和资产池相关，穆迪认为资产池在违约发生后在市场上的再融资风险，

是影响资产可回收价值（或损失金额）最重要的因素。(未完待续 )

　　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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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ancing resk is typically the most material credi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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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的笔下圣地，白蛇与许仙的传奇爱情更是为杭州笼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现代都市的繁重生活压力，使人们更加向往杭州那一份惬意和宁静。

让我们跟随长安财富中心客户们的镜头一起，捕捉着美丽的细节，游走于繁盛的叶林间，穿梭在清澈的湖水中，

静静地去品味那一道古风柔情。感受杭州宛若西子的美丽婀娜！

以下为部分客户的摄影作品展示及客户感想。

漫步西湖苏堤 品味人间天堂
——长安财富会员杭州行摄影作品展示

DYNAMIC动态

GLIMPSE掠影

　　长安信托杯2013中欧校友高尔夫华东联队VS复旦EMBA高尔

夫协会联谊赛，于2013年11月17日在上海旭宝高尔夫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由长安财富上海中心承办，邀请金融机构、高校、工商企业

等多个领域的近100 位高端人士共20多个小组参赛，另邀请5家相

关媒体到场宣传。

　　总裁崔进才于当天出席开球仪式致辞，并和中欧国际队队长何

永平、复旦高尔夫协会会长何立新共同挥杆击彩球，拉开赛事精彩

序幕。

　　经总裁授权，长安财富上海中心总经理解天骄代表公司接受上

海电视台体育频道《天下高球》的采访，宣传公司近年理财的骄人成

绩和积极赞助高球的愿望。

　　在颁奖晚会上，崔总为总杆冠军、亚军、季军颁奖，掀起了庆典

的高潮。在场嘉宾对我司和我司理财产品兴趣浓厚，纷纷表示希望

今后与公司多多合作。 

1

美丽千岛湖

环绕在你的左右  卧榻于你的身边  呼吸着你的湿润 

拍摄下你的美颜  渴望有一日再来  畅游在你的心怀

——客户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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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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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 很高兴长安信托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值得回忆的旅

行，这一次从组织到实施，让你们费心和操心不少，也给你

们添了不少麻烦，十分感谢！

——客户  柳鹏

9 秋风携带丝丝凉意，翻飞温柔的棉絮。偌大湖面中，一只孤舟

泛起层层惋惜。它孤单吗？不！千座岛屿总在与它轻柔细语。                

——客户  戚安丽

8 感谢长安信托，以后多提供稳健的理财产品。祝长安信托

长盛久安。                             ——客户 吴小星

千岛湖的后湖景色真是美如画！         ——客户  张克农2

漫步西湖，感受着阳光下的波光粼粼。出淤泥而不染的白

莲，万绿丛中的雷峰塔。那么安静，那么惬意。我很荣幸能

参加长安信托组织的杭州行活动，让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

在美景中和朋友们畅谈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你说呢？

——客户  王海

3

美丽的千岛湖，夕阳的余晖给这湖光山色披上了一层闪亮

的金色外衣。一簇簇的芦苇生机盎然。这宁静优美的景色

令人陶醉。感谢长安信托！

——客户  张春芳

4

长安信托组织的此次杭州旅游，大家玩得很愉快，感谢长

安信托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让大家认识的机会。真想不到，

这次在南浔发现刘家原来是首富！

——客户  刘春华

5

小小古镇南浔，曾在100多年前达到鼎盛，有富可敌城之誉。

盐、丝绸贸易造就了无数富商，当地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

来比喻。图六是四象之首刘镛家的小莲庄。                

 ——客户  王丽  

6

长安财富微信二维码

长安观点微信二维码

长安信托杯高尔夫球赛

崔总运气挥杆

（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