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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化解方式比较分析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秦永庆

近年来，受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供给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不断攀升，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由 2012 年末的 0.95%上升至 2016 年末的 1.74%。
从不良贷款余额看，2016 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5122 亿元，而 2012 年末这一数
字仅为 4929 亿元。随着不良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明显阻碍商业银行发
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的金融稳定。
我国商业银行大多由城市、农村信用社改制发展而来，历史上曾有过大量的不良资产包
袱，经过不同阶段大规模化解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至正常水平。本文将对上一轮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方式进行分类比较，并探讨当前市场状况下不良贷款处置的途径。

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批量处置主要集中在 1999 年~2008 年。为处置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财政部于 1999 年先后成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
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华融”）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
司，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共进行
了 4 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接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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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9-2008 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情况

时间

银行

处置过程

1999~2000 年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2004 年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

2005 年

中国工商银行

2008 年

中国农业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1.39 万亿元，
以账面价值估价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向中国信达剥离可疑类贷款 2787 亿
元；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交通银行委托中国东方和中国信
达处置 2644 亿元损失类贷款
2005 年 5 月，工行按拨备前原账面价值向中国华融出售损失类
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共计 2460 亿元；同年 6 月，与四大资产
管理公司签署协议，转让可疑类贷款共计 4590 亿元，四大资产
管理公司以无追索权基准，按照拨备前原账面价值收购上述可疑
类贷款
农行按照 2007 年末账面原值剥离不良资产 8156.95 亿元，其中
贷款 7667.68 亿元，非信贷资产 489.27 亿元，置换原向中国人
民银行借款 1506.02 亿元，差额确认为应收财政部款项 6650.93
亿元，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有关问题
的通知》，该款项分 15 年偿还。截至 2016 年末，该项余额为
2720.23 亿元。

数据来源：工农中建及四大 AMC 年报

经过上述几轮大规模的资产处置，加之通过自身常规处置方式对不良资产的化解，大型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截至 2008 年末，大型国有银行不
良贷款率为 2.81%，而 2001 年末高达 25.36%。此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下
降，直至 2012 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下行，不良贷款率有了反弹的趋势。
图 1 2000-2016 年末大型国有银行及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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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大型国有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银行；主要商业银行为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数据来源：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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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制及区域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大多由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改制前曾承担较多的政策任务，
历史上曾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通常需要通过集中批量转让或大规模资产置换的方式得以化
解。但 2012 年以来，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下整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现上升趋势，而不同
区域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呈现较大的差异，其中东北地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吉林省
2016 年末不良贷款率高达 3.85%，这一数字在 2017 年继续呈现扩大趋势，而东部和南部的发
达地区不良贷款率最低，2016 年末上海和深圳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0.68%和 1.07%。
图 2 2016 年末全国部分省市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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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地银监局

1、东北样本：以锦州银行和大连银行为例
锦州银行：政府出资进行资产置换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1 月，由锦州市 15 家
城市信用社和锦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整体改制而成，设立时名称为锦州城市合作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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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2008 年 4 月更名为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锦州银行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2005 年以前，锦州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拥有较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处于较高
水平，2005 年末不良贷款率为 8.43%。为解决锦州银行历史包袱，锦州市政府出台了《锦州
市政府支持市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方案》，根据该方案，锦州市政府将包括动物园、古塔
公园、凌河公园、儿童公园、南站广场、凌河南大桥、凌川大桥、凌河西大桥等资产所有权
划拨给锦州市万通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万通资产”），同时万通资产将该等资产与锦州
市商业银行进行不良资产置换，万通资产对置换的不良资产进行日常管理工作。
根据规定，上述由锦州市政府拨入的资产经营期限暂定为 20 至 30 年，以便逐年进行摊
销，摊销完毕之后，锦州市商业银行将无形资产科目中的资产归还政府。实际上，此次不良
资产置换是将相关的不良贷款核销转变为无形资产的摊销，使不良贷款余额减少，不良贷款
率下降。
2007 年，锦州市人民政府对锦州银行无形资产处置有关问题进行了批复（锦政发
〔2007〕60 号），决定由锦州市城投公司出资 7.94 亿元购买锦州市万通资产持有的上述资
产，并由万通公司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锦州银行。2007 年末，在政府支持下，锦州银行一次
性将账面价值为 7.94 亿元的历史遗留不良资产等额出售，其信贷资产质量得以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锦州银行严控新增信贷风险，截至 2008 年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降至 2.97%。
大连银行：中国东方注资购买不良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98 年 3 月的大连市商业银行，2007 年更名为大
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银行”）。2013 年~2014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
大连银行部分客户陷入债务危机，使得大连银行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截至 2014 年末，大连
银行不良贷款率达 5.59%，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 93.38%和 6.90%，拨备和资本
已明显不足。
2015 年，大连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东方”）。2015 年 5 月，大连银行与中国东方签署《大连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增资扩股协
议》及附属协议，并于 2015 年 11 月和 2016 年 1 月签署了补充协议。根据以上协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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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向大连银行注资 150 亿元，其中 88 亿元用于认购大连银行向其定向增发的 27 亿股，剩
余资金购买大连银行向其打包出售的高风险资产。2015 年 11 月，大连银行向中国东方转让
标的金额为 29.17 亿元的资产包债权；2016 年 12 月，大连银行向中国东方转让标的债权金
额分别为 18.29 亿元和 95.66 亿元的资产包债权。经过上述资产转让，加上自身现金催收、
诉讼追偿、以物抵债等方式化解不良贷款，大连银行不良贷款率和资产减值损失大幅下降，
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截至 2016 年末，中国东方持有大连银行股份 50.29%；大连银行不良
贷款率 2.53%，拨备覆盖率 150.27%，资本充足率 10.96%。

2、中部样本：以长沙银行和郑州银行为例
长沙银行：政府进行资产置换并主导无形资产转让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行”）是 1997 年 8 月在原长沙市 14 家城市
信用社基础上组建成立的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2003 年，为解决长沙银行历史遗留的不良
资产问题，长沙市政府将会展中心、商场、宾馆、地下车库等物业类资产产权与长沙银行进
行资产置换，长沙银行将历史形成的 8 亿元不良资产剥离并交给市政府。通过上述不良资产
置换，以及持续的积极清收、集中打包出售、核销等措施，长沙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度下
降，截至 2008 年末不良贷款率降至 1.98%。
2009 年 12 月，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长沙银行就该置换资产与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签订了《物业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 8 亿元；上述转让款项于 2015 年底前全部到
账，长沙银行历史遗留不良资产问题彻底处置完毕。
郑州银行：政府资产置换并回购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银行”）前身为 1996 年在 48 家城市信用社基
础上组建而成的郑州城市合作银行；2000 年更名为郑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更名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郑州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05 年，郑州市政府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资产整体划至郑州
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都公司”），用于一次性置换郑州银行总
额为 62.82 亿元的不良资产。2008 年，商都公司以郑州银行对其发放的 15 亿元专项贷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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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产回购，并计划将剩余资产在 8 年内以资产经营性收入、资产清收等收入对专项贷款
进行逐年偿还。根据市政府相关决议，这部分资产每年 1.2%的收益以营业税、所得税地方
留成部分返还的形式顶抵，其所有权归郑州银行，处置权归当地政府。2011 年，郑州银行
通过增资扩股募集资金 68.22 亿元，其中 25.08 亿用于增加实收资本，其余专项用于处置置
换资产的资金转入商都公司，由商都公司和郑州市财政局专项用于回购郑州银行账面的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置换资产，从而彻底解决了置换资产问题。

3、西部样本：以成都银行为例
成都银行：战略投资者出资购买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 1996 年 12 月成立的成都城市合作银行，1998 年更名为成
都市商业银行，2008 年更名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改制
前，成都银行拥有较大规模的不良资产，2007 年末不良贷款率为 7.82%。2007 年，成都银
行实施增资扩股，向境内外投资者一次性募集资金 60 亿元。其中，增加股本 20 亿元，股本
溢价增加资本公积 30 亿元，用于处置不良资产的其他资本公积 10 亿元。2008 年，成都银行
一次性剥离不良资产 10 亿元，由增资扩股时股东另支付 0.5 元/股，共计 10 亿元来处置不良
资产，并将其计入当期资本公积。此外，成都银行按照“实现与业务条线的分离并提升专业
化水平”的改革思路，设立专业清收支行，实行不良资产集中管理，通过清收、盘活、处
置、核销、剥离等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逐年压缩，取得了明显成效。2008 年末，成都银
行不良贷款率降至 3.71%，2009 年末降至 1.46%，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信贷资产质
量大幅提升。

4、东部样本：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为例
上海农商银行：央行票据置换和政府土地置换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是在上海市原 234 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基础上，以地方国有企业、外资银行、民营企业、
自然人等共同参股组建的区域性商业银行。为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国人民银行 2003 年
发布《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操作办法》，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历史不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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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2005 年末，央行用于上海农商银行置换不良资产的专项票据余额 21.22 亿元。此外，
2005 年，上海市政府为支持上海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将原值为 45.21 亿元的 12.43 万亩土地
使用权注入上海农商银行，用于置换其不良资产，上海农商银行对这部分资产每年摊销 0.9
亿元。2010 年 5 月，上海市国资委拨付上海农商银行 11.22 亿元，同年 12 月，上海农商银
行获批以此金额置换账面净值约为 41 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其余 29.78 亿元的差额部分计入当
年营业外支出，至此该部分土地使用权问题处置完毕。

5、南部样本：以广发银行为例
广发银行：粤财控股接盘和政府税收返还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中国首批
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2011 年 4 月更名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2005 年，广发银行与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控股的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粤财控股” ) 签订了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账面原值合计为人民币 577.05 亿元的不良资产
(包括客户贷款、存放同业款项、投资以及其他资产) 按照无追索权的方式转让予粤财控股。
根据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粤财控股应于 2006 年 4 月 30 日向广发银行支付转让所得款项总额
人民币 581.42 亿元。广发银行于 2006 年 12 月收取部分转让款 481.4 亿元，剩余转让应收款
100 亿元按协议分 5 年通过所得税金返还方式收回；截至 2011 年末，广发银行收到全部原值
100 亿元的税收返还。

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风险化解方式主要包括现金清收、盘活转化、以物抵债、债务
重组、核销、批量转让、资产置换、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对不良贷
款的常规处置主要包括现金清收、以物抵债、盘活转化、重组、核销等，但随着外部环境恶
化使得部分银行在短期内积累较多的不良资产，常规化解手段由于周期较长及受到监管制约
等因素，难以对商业银行不断积累的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

1、股东出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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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尤其对于中小银行而言，股东通过增资溢价部分购买
不良资产是非常直接有效的处置方式，能够迅速消化大量不良资产，短期内解决资产质量恶
化的问题。但随着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加剧，银行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股东对 ROE 的要求
使得商业银行通过股东增资的方式化解不良将会有更高的要求。

2、四大及地方 AMC
1999 年财政部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国有大型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取得良好效果，经
过不良资产转让，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显著改善并相继上市，但与此同时，四大资产
管理公司在承担政策任务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曾出现重大亏损。在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
置任务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进行商业化的转型道路，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实
现市场化运作，在运营过程中按照市场化价格有选择性地接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2012 年，财政部、银监会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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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
随后，银监会下发多项文件，逐步放宽地方 AMC 业务及设立门槛。目前，全国大部分省级行
政区已设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部分地区已设立 2 家以上的地方 AMC 。地方性 AMC 预计
在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不良资产的市场承接能力将不断提高，但随
着不良资产市场化转让的深入发展，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加导致不良资产成交价格的上升，目前
仍存在成交规模不大、市场出清缓慢等情况，这一市场还需要不断地培育成熟。

3、债转股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曾实施债转股，主要是针对重点国企，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
行债权后实施转股，为国企降低负债率和改善银行资产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但在股权退出问
题上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在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大背景下，2016 年 10 月和 12
月，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
权的指导意见》，新一轮债转股开始逐步推进实施。本轮债转股将实施主体由上一轮的四大
资产管理公司扩展到银行子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多家机构，采取
社会化融资和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将主要针对遇到暂时困境但市场前景良好的企业债权进行
转股，股权退出方式将更加多样化。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以在短期内化解包括关注类贷款
在内的高风险资产，改善资产质量，但同时将会在持有期内增加资本占用，且转股后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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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对银行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随着银行债转股专营子公司的逐步放开，以及股权
退出机制的进一步明确，市场化债转股有望得到更大的发展。

4、不良资产证券化
2016 年以来，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提供了新的渠道。作
为不良资产转让的一种创新方式，不良资产证券化与直接向 AMC 转让相比，具有转让价格
较高、流动性更强、风险真实出表并且可以获得资产服务费收入等优点。但由于不良资产证
券化交易结构比较复杂，参与方较多，定价难度高，且对投资者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尤其是
次级档投资者较为缺乏导致发起银行需让渡部分流动性补偿收益。未来随着试点范围的扩
大，交易各方及投资者经验的提升，不良资产证券化有望较快发展。
在上一轮集中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政府资产置换和股东出资购买是最主要的处置方
式，尤其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增加，以及利
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和政府职能的弱化，未来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减少
对于政府及股东的过度依赖，主动参与不良资产转让、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手
段，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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