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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张甲男 王逸夫 

概要 

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AMC）是指具有牌照资质，

以批量收购处置不良资产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对目前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在当前

经济环境下取得较快发展，未来发展空间大。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升

级，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任务，中国总体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银行业

不良贷款规模及不良贷款率不断升高，国内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快速增

长。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经济结构调整重点任务。商业银

行不良资产的消化处置、债转股业务的开展对于经济重点任务中的“去杠杆”

意义重大，同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不良资产处置及债转股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主要业务，与我国的经

济结构调整向契合，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取得较快发展。在我国目前经济情

况下，不良资产规模不断上升，企业杠杆率高导致“去杠杆”任务艰巨，在此

背景下，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空间大。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按照经营范围与业务分为三类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为四

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四大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企业性质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均已形成金融控股集团，业务规模与专业优势明显，其中

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已经在 H 股上市，资本实力雄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非

金融机构，随着政策指引于 2012 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目前各省级行政区均已成

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多个省市已经设立了第二家资产管理公司。由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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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公司普遍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尚未充分显现；银

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营债转股业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均

已筹建各自资产管理公司。2017 年 8 月，建设银行控股的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已成立。 

截至 2017 年 9 月，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共 52 家，其中 43 家具有金融不良资产批

量收购牌照；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中，建行下属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已成立，

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下属资产管理公司正在筹建并已经获得银监会同意。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受政策指引而诞生，其发展也主要跟随政策调整。1999

年，为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我国财政部分别出资 100 亿元，设立了四

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由此诞生。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与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也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而出现的。

以银监会、财政部与发改委为主的部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发布文件，

指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与发展。目前，监管部门对

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设立、业务资质、业务范围及内部管理等均做出了规定。 

优势 

 不良资产批量收购的为持牌照业务，具有行业垄断性； 

 “供给侧结构性”、“去杠杆”等国家战略将持续推进，不良资产处置及债转股

业务会在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发展空间和机遇； 

 资产管理公司与政府联系紧密，在业务与资本方面能够获得政府支持； 

 资产管理公司数量不断增加，行业布局逐步完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未来

资产管理行业将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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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资产管理行业为逆周期行业，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行业面临业务调整； 

 资产管理公司数量不断增多，行业中业务及人才竞争加剧； 

 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的部分公司已经逐步开始并形成集团化业

务经营格局，对集团层面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较高要求； 

 不良资产经营及债转股业务的项目周期较长，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流动性管理

提出更高要求。 

展望 

未来，随着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规模不断增加，债转股业务的持续发

展，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空间将会不断拓展。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面看，

将发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多年积累的专业优势，持续扩大资产规模、强化盈

利能力，使其综合性业务经营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方面，

将依托其在当地与政府联系紧密，了解当地经济环境的优势，并发挥不良资产

批量收购牌照优势，业务规模将得到快速发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将按照四

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路径，拓展多元化业务经营模式；银行系资产管理

公司方面，将依托母公司的客户资源与业务优势，在债转股业务方面不断发展，

其债转股业务规模将持续扩大，盈利能力将会逐渐展现。从监管政策方面来看，

随着近年来对资产管理行业的不断规范，目前监管政策框架已经基本搭建，未

来行业监管将更加注重细节监管，在业务规范与公司内部治理方面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随着资产管理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行业内对业务资源与人才的竞

争将更为激烈。此外，因不良资产经营的业务周期普遍较长，对资产管理公司

的流动性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综上所述，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整体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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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行业概述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格局由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银

行系资产管理公司组成。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企业性质为非

银行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均已形成金融控股

集团，业务规模与专业优势明显，其中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已经在 H 股上市，

资本实力雄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金融机构，随着政策指引于 2012 年来取

得快速发展，目前各省级行政区均已成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多个省市已经

设立了第二家资产管理公司。由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普遍发展时间较短，目前

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尚未充分显现。截至 2017 年 9 月，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共 52

家，其中 43 家具有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牌照；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中，建行

下属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已成立，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下属资产管理公司

正在筹建并已经获得银监会同意。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业务和债转股业务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业

务，同时也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持牌照业务。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

理公司可以参与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工作。对于业务范围来讲，四大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是全国性的，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为

本省市。四大、地方、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均为国务院制定的债转股实施机构，

虽然国务院同时指出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也可以作为实

施机构参与债转股，但资产管理公司依靠其在该领域的专业经验，对于债转股

业务拥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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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资产管理公司的持牌照业务 

公司类别 持牌照业务 业务范围及限制 

四大金融资产管公司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处置、债转

股业务 
全国范围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处置、债转

股业务 
只能参与本省、市的不良资产收购 

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 债转股业务 
主要从事债转股业务，只可以债转股为目

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 

数据来源：银监会、国务院网站，联合资信整理。 

二、 宏观经济 

1.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导致企业财务负担加重，经济利润下降。“市

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途径，而资产管理公司是“市场化债转

股”的关键实施机构，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增长动力略显

不足。为推动经济增长，国际上通常使用信贷刺激政策，我国也出台了相应政

策，并连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导致我国非金融企业负债

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了世界 43 个主要国家的非

金融企业杠杆率数据，截至 2016 年末，我国非金融机构企业杠杆率为 166.3%，

位于 43 个国家的第 4 位，且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非金融企业杠

杆率高已经造成企业的财务负担加重，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对我国整体经济造

成下行压力。 

数据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联合资信整理。 

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国际上统计债务水平的通用方法。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非金融企业债务/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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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往依靠资源和要素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

式已经不能持续。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

整，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使得经济可持续、平稳增长。为完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我国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五大重点任务为“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从企业个体的角度来看，

产能、库存、杠杆和成本往往是互相影响，相互联动的。而杠杆率过高往往会

造成经济体的产能、库存过剩，成本上升的问题，可见“去杠杆”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国务院于 2016 年 9 月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

（国发〔2016〕54 号），指出“市场化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重要途径，

而资产管理公司是“市场化债转股”关键实施机构。目前，我国各地方政府积

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希望通过债转股来降低当地企业的杠杆率，减轻企业财

务负担，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

资产批量收购业务是持牌照业务，对于不良资产的风险缓释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我国经济主体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利润率下降，现金流枯竭等问题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

率不断上升。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达到 1.51 万亿元，不

良贷款率为 1.74%，以上数据已经自 2010 年起连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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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银监会 

对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不断攀升的问题，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

挥着重要作用。资产管理公司的通过对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将集中于一

家或一个地区的不良贷款信用风险分散开，起到经济“减震器”的作用。资产

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批量收购业务是持牌照业务，对于不良资产的风险缓释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三、 行业政策与行业监管回顾 

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经济的下行，我国首批资产管理公司是在

1999 年为应对我国经济下行危机，由我国政府出资设立的。资产管理行业为逆

周期行业，故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推动。随着

近 20 年的发展，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政策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对资产管理公

司业务经营、公司治理、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监管政策。此外，随着监管政策对

不同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业务资质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我国资产管理行

业也被划分为四大金融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出现在 1999 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

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积聚的不良贷款而产生。1999 年，财政部分别出资 100 亿元，

设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000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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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国务院令 第 297 号），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指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

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会 2003 年成立）、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实施监督管理。 

在 2001 年~2008 年之间，财政部、银监会等相继发布了多款项监管政策，

对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处理、业务经营准则等进行了规定。主要的监

管政策有： 2001 年 2 月《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金[2001]27 号）、2001 年 9 月《财政部关于加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

理的通知》（财金函[2001]11 号）、2005 年 3 月《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

行)》（中评协[2005]37 号）、2005 年 5 月《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银

监发〔2005〕72 号）、2008 年 7 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

订）》（财经[2008]85 号）。 

2012 年以后，财政部、银监会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

（财金[2012]6 号），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批准设立一家地

方资产管理公司，明确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核准设立或授权文件应同时抄送财

政部和银监会，并经银监会公布后方可开展业务，此外强调了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工作，且购入的不良资

产应当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2013 年，银监会下发《关

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45 号），划定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质认

可条件及业务范围。2016 年，银监会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

关政策的函》（银监办便函〔2016〕1738 号），取消了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收

购不良资产不得对外转让以及受让主体的地域限制，并允许有意愿的省市增设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2017 年 4 月，银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云南省、海南

省、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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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通知》（银监办便函[2017]702 号），银监会在此文件中降低了不良资产批

量转让门槛，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组包户数由“10 户以上”降至“3 户及以上”。 

2016 年，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进程，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

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指出银行可以设立新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至

此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诞生。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

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银行通过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由实施机构将债

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包括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保险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机构，还允许银行可以通过所属机

构或新设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2017 年 8 月 7 日，为规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

股实施机构的行为，推动市场化银行债转股股权健康有序开展，银监会起草《商

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规定银行系资产管

理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 亿元人民币，并要求将实施机构纳入并表管理，

对母公司核心资本造成一定压力。 

总体看，监管机构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对各类资

产管理公司在业务资质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未来监管政策将更加注重细节监

管，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合规性、公司治理方面做出监管。 

四、 行业竞争及业务概述 

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由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系

资产管理公司组成。上述不同资产管理公司在企业性质、业务范围等方面存在

差异。其中，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金融企业，经营历史长，不良资产

管理的经验丰富，专业优势强，且部分公司已引进战略投资者并且完成上市，

资本实力极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于所在省

市。由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化解金融风险和

降低企业财务杠杆率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地方政府的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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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当地有着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为金融企业，主要为国有大型银行设立，

资本实力强，依托母公司的业务资源在市场化债转股中有先天的业务优势，未

来市场空间较大。 

1.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务院发布于 2000 年 11 月发

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国务院令第 297 号）指出：“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是指经国务院决定设立的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国有独

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机构，在业务开展时，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可以

发行金融债，并可以通过金融同业存放、拆借、回购等方式募集资金。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完成了改制工作，其中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均已

完成引战和上市工作。国务院对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改制-引战-上市”

三步走的要求。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完成改制工作，信达和华融已经

完成 H 股上市。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形成了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四大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相继进入了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信用评级等业务领域，形成了

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 

表 2：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子公司统计 

 信达 华融 东方 长城 

银行 南洋银行 华融湘江 大连银行 长城华西 

信托 信达金谷 华融国际信托 大业信托 长城新盛 

金融租赁 信达金融租赁 华融金融租赁  长城国兴 

证券 信达证券 华融证券 东兴证券 长城国瑞 

人寿保险 幸福人寿  中华联合 长生人寿 

财产保险 信达财产    

基金 信达基金 华融渝富 东富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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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长城融资担保 

咨询    长城金桥 

期货 信达期货 华融期货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网络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雄厚，盈利能力较强。截至 2016 年末，信达与

华融凭借在 H 股上市而募集的资金，所有者权益已经分别达到 1479.70 亿元与

1500.81，资产总额也均超过万亿。盈利能力方面，信达与华融的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达到 14.1%与 18.4%，盈利能力较强。 

表 3：2016 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亿元） 

项目 信达 华融 
资产总额（亿元） 11,744.81 14,119.69 

所有者权益（亿元） 1,479.70 1,500.81 

营业收入（亿元） 916.57 952.07 

净利润（亿元） 159.82 231.09 

平均资产回报率 1.82% 2% 

平均股权回报率 14.1% 18.4% 

资产负债率 87.40% 89.37%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网络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不良资产经营为核心业务，并开展投资及资产管

理业务，且协同多元化业务平台，提供差异化资产管理服务。四大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以不良资产经营为核心业务，通过自身以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投资及资产

管理业务，并协同多元化业务平台，向客户提供定制的金融解决方案和差异化

资产管理服务。而不良资产经营、投资及资产管理和多元化金融服务在相互引

导客户资源，整合服务方式的过程中，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的金融解决方案及

差异化资产管理服务。  

2016 年，不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比例有所差距。中国华融的不良资产经营业务收入占比为 51.47%，中国信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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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为 33.68%。中国华融的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金融服务

业务收入对总营业收入的贡献为 24.83%，而中国信达的金融服务业务收入贡献

占比较高，达到 35.88%，为各项业务中收入贡献度最高的一项，资产管理和投

资业务收入贡献占比为 28.68%。 

图 3：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各主要业务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度 

中国华融                            中国信达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从业务经营方面看，不良资产经营业务分为传统类与附重组条件类，两种方

式收益率均较高。传统类主要指按原值打折收购并择机进行处置以回收现金的

业务，该方式不良资产主要来源为银行，收购方式以竞标、竞拍、摘牌、协议

收购等为主，该方式承接了原债券债务关系，通过重组、债转股、资产置换、

正常清收、追偿诉讼等多种方法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收益来源主要取决于处

置方式和及时性，收益具有弹性和不确定性。 

附重组条件类主要指在收购同时即确定债权重组协议的不良经营方式。该

方式不良资产主要来源为非金融企业，收购方式以协议收购为主，该方式在收

购债权的同时，与债务人达成重组协议，约定还款金额、方式、时间、抵押物

等安排，主要通过履行重组协议的方法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在签订重组协议



 
  

2017 年资产管理行业分析及展望 

   
 

 13 /18 

时已确定重组收益的金额和支付时间，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从中国信达与中国

华融的年报数据来看，由于附重组条件类不良资产经营方式在项目收益上具有

一定的确定性，故该类方式的业务规模较传统类不良经营方式大。 

从收益率方面看，两种方式的收益率均较高，而受到传统类不良资产经营

收益时具有不确定性，当采取及时、适当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后，该类方式能

提供较高的收益率。2016 年，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的传统类业务内部收益率分

别为 19.2%与 15.9%；附重组条件类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9.9%与 12.1%。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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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为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业务。从四

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业务方面看，业务收益水平高。四大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债转股业务经验较为丰富，多年来开展债转股业务规模较大，并不断有项

目成功实现退出。从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的债转股业务收益倍数来看，该业务

收益水平较高。2016 年，中国信达与中国华融债转股业务整体收益倍数为 3.5

倍与 2.7 倍，意味着债转股业务退出时，股权资产的价值能够达到收购时的约

2~3 倍，债转股业务收益水平较高。 

图 6：债转股整体收益倍数 

资料来源：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注：收益倍数=(股权处置净收益+处置资产的收购成本)/(处置资产的收购成本)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经营处置不良资产业务中，按照不同资产性质与特点

来确定经营处置方式。通常面对具有经营及持有价值的资产时，四大资产管理

公司会选择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方式经营不良资产，并待其升值择机处置。

此类不良资产的经营与处置业务因其经营方式较为复杂、资产持有时间较长等

因素影响，往往业务周期较长，资金占用时间也较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依靠

其金融企业的性质，融资渠道畅通的优势，通过流动性管理能够保障资产端对

资金的长期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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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形成综合性的业务发

展模式，其中中国信达和中国华融已经完成 H 股上市，资本实力雄厚。从业务

角度来看，不良资产经营业务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业务，但资产管

理和投资、金融服务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可以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2.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自 2012 年诞生以来，受监管政策指引而不断发展。目前，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金融企业，各级人民政府为监管主体，银监会和财政部

进行指导和监督。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业务范围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参与

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工作，转让时不受地域限制。 

 表 4：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特点 

资质业务 批量收购金融不良资产 ，3 户以上为批量收购 
资质牌照 各省市人民政府核准设立或授权文件，同时抄送财政部和银监会，并获银监会公布  
监管机构 各级人民政府为监管主体，银监会和财政部进行指导和监督  
企业性质 非金融企业  
业务范围 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工作，转让时不受地域限制  
地区竞争 同一省市可以设立或授权两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资料来源：银监会、发改委，网络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数量方面，截至 2017 年 9 月，获得银监会公布的，具备

批量收购金融不良资产资质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 43 家，未获得银监会公布的

有 9 家，总计 52 家。未获得银监会公布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设立时间较短，而银

监会公布时间往往与公司设立时间有一定间隔。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布方面，截至 2017 年 9 月，全国 32 个省级行政区（不

含港澳台）中，已经全部设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其中 13 个省级行政区设立

了 2 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 个省级行政区设立了 3 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从地



 
  

2017 年资产管理行业分析及展望 

   
 

 16 /18 

方资产管理公司业务经营范围来看，46 家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6 家市级地

方资产管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股东方面，52 家中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或政府平台类企业

的有 42 家，占比 87.77%；其中，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平台企业的有

35 家；实际控制人为民企的为 10 家，占比 19.23%。值得注意的是，3 家地方

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2 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为银行。此外，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也通过参股的形

式参与了多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尚短，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尚未完全体现。截

至 2017 年 9 月，43 家具备资质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中有 27 家获得银监会公布

时间在 2015 年 11 月之后，也就意味着业务发展时间不足 2 年。此外，从不良

资产经营业务方面看，从收购起到对不量资产经营并待其升值回收，一般周期

比较长，所以目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正在起步阶段，盈利能力尚未完全

体现。 

总体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非金融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数量不断增加，

目前全国所有省行政区已经全部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因其在

设立时需政府授权，其股东也以国资背景为主，故与当地政府的紧密关系，获

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大。不良资产收购的牌照业务也使得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

当地具有一定垄断地位，有利于其未来业务发展。另一方面，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普遍设立时间较短，致使其业务发展尚不充分，盈利能力有待体现。为非金

融企业，融资渠道受到一定限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受到业务区域范围的限制，

地区经济将对其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3. 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 

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的产生是随着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

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开始的。此《债转股指导意见》没有突破《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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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的规定，即明确了“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而为了银行能

够充分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债转股指导意见》提出“支持银行充分利

用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或允许申请设立符合规定的新机构开展市场化债

转股”，这也标志着，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的诞生。 

2017 年 8 月 7 日，银监会起草《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以此规范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行为。规定银行系资产管理

公司应“以债转股业务为主业，全年主营业务占比或者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原则

上不应低于总业务或者总收入的 50%。”此外，规定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注册

资本不得低于 100 亿元人民币，并要求将实施机构纳入并表管理，对母公司核

心资本造成一定压力。业务方面，《管理办法》规定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以

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

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处置等必要管理”。 

截至目前，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已

经获得银监会同意筹建的批复。其中，建设银行的全资资管公司建信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已经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开业，这是首家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

此外，交通银行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表示将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参与

到“市场化债转股”之中。 

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主营的债转股业务目前发展较快，债转股签约金额不

断扩大，但债转股实施机构受制于资本压力等方面影响，实际业务落地金额较

小。自 2016 年末债转股业务重启之后，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各类实施机构

均不断与转股企业进行债转股协议签约，目前签约金额较大。发改委在 2017 年

8 月的新闻发布《我国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中称，各类实施机构

与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 70 余家高负债企业积

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 1 万亿元。而建设银行在其

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开业时称，截至 2017 年 7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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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已与 41 家企业签订了总额 5442 亿元的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到位

资金 488 亿元。从建行发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实际到位资金为签约金额的 8.97%。 

总体看，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主营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在国家政策支持力

度较大的情况下，业务发展空间大。未来，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数量将会不断

增加，并将依托母公司在业务与资金方面的支持，不断扩展业务规模，推进债

转股项目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