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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对不良资产管理

行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银保监会日前发布了《关于预防银行业保险业从

业人员金融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预防金

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其中在严防资产处置领域违

法犯罪行为中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不良资产管

理，着重防范对转让债权作出隐性回购或兜底承诺、发

放贷款承接已转让不良资产等行为。我们预计相关指

导意见进一步引导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地方

AMC“）回归本源，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具有正面信用

影响。 

 近年来部分地方 AMC 形成了一些高风险业务模式：

地方 AMC 在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产、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部分地方 AMC形成了一些如通道业务等

高风险甚至违规业务模式，既未实现不良资产风险

的实质性转移，同时对相关信托产品的投资亦会面

临投资风险； 

 新规促使地方 AMC 退出通道服务模式并优化不良

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和运营环境：我们认为银保监

会于 2019 年 7 月发布的地方 AMC 新规将促使地方

AMC退出通道服务模式，缓解相关信托产品所产生

的投资风险，优化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和运营

环境； 

 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进一步使地方 AMC 回

归本源：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3 月公布的预防金融

违法犯罪指导意见从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提出防

范对转让债权作出隐性回购等行为，我们预计相关

指导意见能有效降低地方 AMC 为商业银行提供通

道服务的需求，有助地方 AMC进一步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脱虚向实，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具有正面

信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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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银保监会于其官网公开发布《关于预防银行业保险业从业人员金融违法犯

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提出 4 个基本原则和 11 个预

防重点领域金融违法犯罪行为、6项强化机构内控和行业自律机制建设等，其中在严防资产处

置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中提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不良资产管理，以尽职追索与合理估值为

切入点，规范处置操作，严格处置损失授权管理；着重防范对转让债权作出隐性回购或兜底承

诺、发放贷款承接已转让不良资产等行为（见表 1）。 

表 1  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严防资产处置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正确 

1. 应加强不良资产管理 

2. 以尽职追索与合理估值为切入点 

3. 规范处置操作 

4. 严格处置损失授权管理 

5. 不断健全呆账核销管理制度 

6. 规范审核程序 

防范 

1. 对转让债权作出隐性回购或兜底承诺 

2. 发放贷款承接已转让不良资产 

3. 协助借款人向他人违规拆借资金归还本机构贷款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大公国际整理 

我们认为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层面防范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资产

等行为，能有效降低地方 AMC 为商业银行提供通道服务的需求，有助地方 AMC 进一步回归本

源，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地方 AMC 在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地方 AMC 形成

了一些高风险甚至违规业务模式，既未实现不良资产风险的实质性转移，同时对相关信托产品

的投资亦会面临投资风险。 

近年来，随着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攀升，地方 AMC 快速发展，在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

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级市场向地方 AMC

出售不良资产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手段

之一，地方 AMC 依靠其专业处置能力以及对区域市场的了解，通过不良资产重组、债转股和股

权投资等方式化解金融风险，同时获得处置收益、服务费和利息收入。 

受宏观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需求持续增长，同

时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 AMC 的监管力度整体较弱，在此背景下，部分地方 AMC 经营了一些高风

险业务甚至违规业务。其中较为典型的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通道业务，即部分银行为掩盖实际

的不良资产规模，向地方 AMC 提供贷款，地方 AMC将贷款投资于向特定投资人融资的信托产品

或投资产品，特定投资人利用相关信托产品所获得的融资款购买指定银行的不良资产（见图 1）。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892994&itemId=926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892994&itemId=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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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部分地方 AMC 为银行提供通道服务模式 

 

(1) 银行向地方 AMC提供贷款 (2) 地方 AMC将贷款投资于信托产品 

(3) 向特定投资人提供融资 (4) 利用信托所获得的融资购买银行不良资产 

(5) 交付并转让不良资产 (6) 特定投资人可能由银行发起或存在关联关系 
 

资料来源：大公国际整理 

上述通道业务模式实质上只是部分区域性商业银行掩盖实际不良资产规模的手段，不良资

产本身并没有从商业银行内实质剥离，资产质量下行风险仍留存于银行系统内部。2019 年 4

月，审计署公告《2018 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指出，2016～

2018 年，河北、河南及山东三省共有 23家金融机构通过以贷收贷、不洁净转让不良资产、违

反五级分类规定等方式掩盖不良资产，涉及金额 72.02 亿元。我们认为通道服务模式除了产生

银行掩盖不良资产的问题外，地方 AMC 投资于相关信托产品亦会面临流动性不足、投资期限

长、行业或区域集中度较高等投资风险。 

我们认为银保监会于 2019 年 7 月发布的地方 AMC 新规将促使地方 AMC 退出通道服务模

式，有助缓解相关信托产品所产生的投资风险，优化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和运营环境。 

2019 年 7 月，银保监会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强地方 AMC 监督管理，促进地方 AMC 稳健经

营和健康发展的精神，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新规”）。新规提出地方 AMC应“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实现资产和风险的真实、完全转

移；不得与转让方在转让合同等正式法律文件之外签订或达成影响资产和风险真实完全转移的

改变交易结构、风险承担主体及相关权益转移过程的协议或约定，不得设置任何显性或隐性的

回购条款等（见表 2）。 

 

 

银行 

地方 AMC 特定投资人 信托产品 

(1) 

(2) (3) 

(4) 

(5) 

(6) 

http://www.audit.gov.cn/n5/n25/c130878/content.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272101&itemId=878&genera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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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规对地方 AMC 的经营目标指导 

正确 

1. 收购处置的不良资产应当符合真实、有效等条件 

2. 通过评估或估值程序进行市场公允定价 

3. 实现资产和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 

4. 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脱虚向实 

5. 向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专营化发展 

6. 探索拓展主营业务模式 

7. 积极参与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等机构不良资产的收购与处置工作 

8. 协助地方政府有效防控区域金融风险 

9.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10. 更好地支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禁止 

1. 与转让方在转让合同等正式法律文件之外签订或达成影响资产和风险真实完全转移的改变

交易结构、风险承担主体及相关权益转移过程的协议或约定 

2. 设置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 

3. 以任何形式帮助金融企业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资产 

4. 以收购不良资产名义为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 

5. 收购无实际对应资产和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债权资产 

6. 向股东或关系人输送非法利益,不得以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进行清收 

7. 收购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资产、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

敏感信息的资产、在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有限制转让条款的资产以及国家法律法规限制转让

的其他资产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大公国际整理 

我们认为监管加强对不良资产和风险的真实及完全转移的监督，将促使地方 AMC退出通道

服务模式，逐步回归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本源，并缓解其投资于相关信托产品所产生的投资风险。

同时，新规明确了各监管部门对地方 AMC 的具体监管责任，以及对地方 AMC 的内控、风险管

理、融资渠道和信息披露等提出指引，有助于优化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和运营环境。 

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进一步延续地方 AMC 新规的精神，且从通道服务的需求方入

手防范相关经营行为，双管齐下加强监管，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新规主要从地方 AMC方面禁止以任何形式帮助金融企业虚假出表掩盖不良资产等行为，但

通道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商业银行。2020 年 3 月公布的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指导意见进一步延

续了银保监会于 2019 年 7 月发布地方 AMC 新规的精神，且从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防范相关经

营行为。我们预计，在对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供需两方双管齐下加强监管作用下，预防金融违

法犯罪指导意见将进一步引导地方 AMC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脱虚向实，对不良资产管理行业

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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