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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经营风险暴露 主业回归成趋势 
 

近年来，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AMC”）的多元化经营风险引起监管机构和行业的高

度重视。在不良资产管理主业经营中，四大 AMC面临资

金和定价两大难题，存在较为明显的期限错配，增加了

其流动性风险。同时，我国四大 AMC 具有综合性金融集

团的特征，四大 AMC 除不良资产管理主业外其他业务

产生的收入已经成为其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主要

源于金融投资业务的多元化经营风险也可能侵蚀集团

经营业绩。随着多元化经营风险暴露，行业监管趋严，

四大 AMC聚焦主业、回归本源的思路愈加清晰。随着房

企风险不断暴露，未来四大 AMC 将开启房企风险化解

新使命。 

 四大 AMC 面临资金和定价两大难题：作为不良资产

市场的主力军，四大 AMC引领不良资产市场走向，

但长周期且低成本资金的匮乏及不良资产本身的

特性使其面临资金和定价两大难题； 

 四大 AMC 存在较为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四大 AMC

不良债权资产中收购重组类业务占比处于较高水

平，负债端期限较短，其主业资产回收周期与资金

端债务偿还期限存在较为明显的错配，经济下行时

对其再融资能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四大 AMC 业务多元化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源于其开

展的金融投资业务：四大 AMC业务多元化所面临的

风险更多源于其开展的金融投资业务，投资风险将

使集团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计提压力，并对资本形

成消耗；而承做金融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层级往往较

为分散，集团对子公司的管理难度加大，同时金融

投资子公司会涉及集团内关联交易或资金拆借等，

进一步加剧金融投资风险在集团内传染。 

 四大 AMC 将开启房企风险化解新使命、加快问题房

企市场出清步伐：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延续实

施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整改规范，房地产行业经营

将继续面临严峻态势，目前多家房企已出现实质性

违约，在聚焦主业、回归本源的背景下，四大 AMC

将开启房企风险化解新使命、加快问题房企市场出

清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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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开展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逐步向商业化转型，并发展成

为以不良资产管理为主业的综合性金融集团；近年来，随着多元化经营风险暴露，行业监管趋

严，聚焦主业、回归本源的思路愈加清晰。 

1999年，为了妥善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形成的不良资产，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信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资产”）和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应运而生。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

任务基本完成后，四大 AMC 开始探索商业化转型。2012年 10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向四大 AMC下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四

大 AMC正式开展非金融企业不良业务，并逐步向综合性金融集团转型。目前，四大 AMC已转型

为广泛涉足银行、保险、券商、信托、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综合性金融集团。2020年 3月，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建投中信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批复》，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银河资管”）成为第五家全国性 AMC，但由于中国银河资管成立时间较短，与其他四

大 AMC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不纳入本文研究范围。 

 
图 1  AMC向综合性金融集团转型下的业务框架 

数据来源：大公国际整理 

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挑战。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经营风险加剧，我国阶段性凸显

的债务问题致使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持续扩容，逐步形成以全国性 AMC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

下简称“地方 AMC”）为参与主体的市场格局。受益于政策的推动以及不良资产持续增加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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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我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在经济下行期，不良资产包价值进一步下行、

处置难度加大，对不良资产的估值定价和处置回收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从而引发不良资产管理

公司的经营风险。近年来，四大 AMC的多元化经营风险引起监管机构和行业的高度重视。2022

年 1 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非金融子

公司负债依存度不得超过 30%，引导 AMC回归主业。2022年 2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召开座谈会。可见，AMC聚

焦主业、回归本源的思路愈加清晰。 

作为不良资产市场的主力军，四大 AMC 引领不良资产市场走向，但长周期且低成本资金的

匮乏及不良资产本身的特性使其面临资金和定价两大难题。 

我国不良资产市场持续扩容，日益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使得竞争趋于激烈，但四大 AMC凭借

较大的资本规模、丰富的市场实践经验和强大的政策运用能力等维持着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主要

批发商和二级市场主要资产处置供给方的地位。从不良债权资产收购规模来看，在政策性不良

资产处置阶段，四大 AMC 收购的不良资产规模没有明显差异，截至 2004 年 6 月，中国信达、

中国华融、中国长城资产和中国东方资产收购的不良资产规模分别为 3,962亿元、4,128亿元、

3,459亿元和 2,773亿元。经过商业化转型和多元化业务拓展，四大 AMC市场化业务迅猛发展，

其中中国华融不良资产管理主业扩容尤为明显，2018 年以来中国华融不良债权资产规模稳居

四大 AMC首位且远超其他三家 AMC。 

 
图 2  2018～2020年末四大 AMC不良债权资产规模情况（单位：亿元） 

注：此图为集团本部口径数据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从不良债权资产收购来源看，2018 年以来有公开数据的三家 AMC 的金融机构类不良债权

资产占比波动上升。具体而言，除中国华融主要收购非金融机构类不良债权资产外其他两家AMC

收购的金融机构类和非金融机构类不良债权资产占比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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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2020年末四大 AMC金融机构类不良债权资产占比情况（单位：%） 

公司名称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中国东方资产 54.10 54.42 42.90 

中国信达 51.31 49.88 47.75 

中国华融 35.20 31.30 31.90 

中国长城资产 未对外披露 

注：此表为集团本部口径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不良资产包的收购需要大量资金，四大 AMC往往借

助杠杆开展业务，从 2018～2020 年末四大 AMC 资产负债率指标可见，其债务负担普遍较重，

尤其是中国华融 2020年末资产负债率高达 96.96%，较重的债务负担在外部环境不利变动或内

部经营不善时会使其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与此同时，不良资产管理业务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

部分不良资产需要在经济周期的低点收购、高点处置才能获得最佳收益，因此不良资产收购需

要可长期使用的低成本资金，而资本市场中长周期且低成本资金供给匮乏无法满足四大 AMC这

一资金需求。四大 AMC作为金融机构虽然可以通过同业拆借获取低成本资金，但同业拆借资金

是短期流动性资金，与其需要跨周期经营的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风险。 

表 2  2018～2020年末四大 AMC资产负债率情况（单位：%）  

公司名称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中国华融 96.96 84.71 85.00 

中国长城资产 85.27 85.04 87.54 

中国信达 82.89 81.33 82.07 

中国东方资产 78.79 81.55 79.81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定价是交易的前提，但由于不良资产回收不确定性较大且定价效率低，因此其估值存在较

大的难度。虽然四大 AMC 成立时间长、经验和人才优势突出，但不良资产回收受宏观经济周期、

底层资产质量、债务人属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回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四大 AMC在不良资产

估值中面临诸多难题。此外，不良资产往往是周期性、阶段性产生，不良资产市场供需情况变

化较大，不良资产定价效率低。 

四大 AMC 不良债权资产中收购重组类业务占比处于较高水平，负债端期限较短，其主业资

产回收周期与资金端债务偿还期限存在较为明显的错配，经济下行时对其再融资能力提出了

一定的挑战。 

随着不良资产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推进，四大 AMC 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逐步向盘活不良资产

的方式转型发展，通过不良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以及“互联网+不良资

产”等创新型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包，以期满足交易多方利益诉求。但对比传统的处置方式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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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催收、抵押物处置和二次转让等方式，此类创新型处置方式周期较长，长期的资金挤占了公

司的可用资金，尤其在当下疫情冲击叠加经济下行期企业经营状况短期难以改善，增加了四大

AMC 的流动性风险。 

按照经营模式划分，四大 AMC 不良债权资产经营业务分为收购处置类和收购重组类业务，

其中收购处置类业务主要通过不良资产包的二次转让和诉讼追偿以及以物抵债等方式实现增

值收益，处置周期约为 12～36 个月；收购重组类业务主要通过债务重组、资产整合或企业重

组等手段获取重组收入，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其处置周期较收购处置类业务周期普遍较长，

承担的处置风险较大。从不良债权资产业务结构来看，2018～2020 年末四大 AMC 收购重组类

业务占比处于较高水平，处于 40%～70%区间，其中中国华融收购重组类业务占比始终处于高

位。 

 

 

 

 

 

 

 

 

图 3  2018～2020年末四大 AMC不良债权资产业务结构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不良债权资产处置效率方面，2017～2019 年末，四大 AMC 不良债权资产平均现金回收率

约为 50.00%，其中中国长城资产约为 57.55%，中国华融约为 52.35%，中国信达约为 45.28%，

中国东方资产约为 42.33%，其处置效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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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19年末四大 AMC不良债权资产现金回收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从不良债权资产处置端周期来看，四大 AMC不良债权资产的平均处置周期约为 3年，具体

来看，2020 年末中国华融不良债权资产处置周期约为 2.88 年，中国信达约为 2.97 年，中国

东方资产约为 2.44 年。融资渠道方面，四大 AMC 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发行金融债券和二级资本

债券以及资产支持证券，银行借款等方式获取资金，其中银行借款以短期借款为主。负债端期

限方面，2020 年末四大 AMC 负债端规模约 65%在一年以内，具体来看，2020 年末中国华融负

债端期限约为 2.31 年，中国东方资产约为 2.14 年，中国长城资产约为 2.09 年，中国信达约

为 1.91 年，负债端期限普遍较短。总体来看，对比四大 AMC 不良债权处置周期与其负债端期

限，其主业资产回收周期与资金端债务偿还期限存在较为明显的错配，经济下行期对其再融资

能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图 5  截至 2020年末四大 AMC 不良债权资产处置端周期和负债端期限情况（单位：年） 

注：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未统计中国长城资产不良债权资产处置端周期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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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 AMC 业务多元化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源于其开展的金融投资业务，投资风险将使集团

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计提压力，并对资本形成消耗；而承做金融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层级往往较

为分散，集团对子公司的管理难度加大，同时金融投资子公司会涉及集团内关联交易或资金拆

借等，进一步加剧金融投资风险在集团内传染。 

四大 AMC 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基本完成后开始完善子公司建设，布局多元化金融业

务,逐渐成长为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性金融集团。目前，四大 AMC 已拥有银行、保

险、证券、金融租赁、信托等多家金融牌照，同时涉足投资、地产等领域，除不良资产管理主

业外其他业务产生的收入已经成为四大 AMC 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信达为例，2018～

2020 年，中国信达包括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服务业务的收益逐年增长，对集团利润的贡献

度已与其传统不良资产经营业务相当。 

 
图 6  2018～2020年中国信达分部分盈利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达 2018～2020 年审计报告 

从金融服务的行业来看，银行、保险行业持续处于严监管环境，监管机构不断推进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整顿金融秩序，强化银行保险机构治理水平，加强对股东行为的规范。

控股股东与银行、保险子公司关联交易受到关联度的制约，同时与相关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调度

存在障碍。银行、保险子公司经营相对独立，与控股股东本部经营风险形成一定程度的隔离。 

四大 AMC业务多元化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源于其金融投资业务。金融投资业务主要通过

设立金融投资公司开展，其性质属于非金融企业，但以货币作为经营资产，从事影子银行业务，

资金来源主要为借款，并在资产端通过各类债务工具进行资金投放。借助于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或流动性支持函等，金融投资子公司能够获得金融机构授信。如果金融投资子公司的债权资产

能够安全回收现金，就能够对偿债形成保障，并获得利润；反之，就会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计

提压力，同时集团也要承担连带资金损失的风险，并对资本形成消耗。与此同时，开展金融投

资业务的子公司层级往往较为分散，且参股的资本结构也较为复杂，同时投资业务在境内境外

均有涉及，使得集团对子公司的管理难度加大，其资金投放容易出现违法、不合规或利益输送

的情况。此外，金融投资子公司由于投资或流动性管理需要，会涉及集团内的关联交易业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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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拆借等，进一步加剧金融投资风险在集团内传染。 

以中国华融为例，2018～2020年期间，中国华融包括信托及其他资产管理业务、财务性投

资、国际业务等资产管理和投资板块持续亏损。其中 2020 年，受疫情冲击和市场负面舆情等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子公司金融投资业务风险进一步暴露，底层风险资产加速劣变，中国华融

加大计提减值损失和确认公允价值损失，致使资产管理和投资业务出现大额亏损，同时加剧集

团亏损。 

 
图 7  2018～2020年中国华融分部分盈利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华融 2018～2020 年审计报告 

在聚焦主业、回归本源的背景下，四大 AMC 将开启房企风险化解新使命、加快问题房企市

场出清步伐。 

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延续实施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整改规范，房地产行业经营将继续

面临严峻态势，目前多家房企已出现实质性违约，预计未来房地产及密切相关行业会成为不良

资产的主要供给来源。2022 年 2～3月，中国东方资产和中国长城资产分别获批发行人民币 100

亿元的金融债券，相关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房地产企业优质项目的风险化解及处置。未来四

大 AMC将开启房企风险化解的新使命，促进房地产行业风险化解和问题房地产企业市场出清的

步伐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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