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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处置压力加大，中小银行着力风险出清 
    
 

 

 

 

 

银行业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风险化解压力

将逐步下沉至中小银行 

银行业近年来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以应对不良资产生成压力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融资工具日益丰富，但
中国银行信贷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仍始终维持在 60%左右。

银行信贷在中国融资体系的主导地位稳固，银行资产质量是衡量
中国企业信用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在深化供给侧改革、

去杠杆、调结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
叠加疫情反复冲击、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企业信用风险事件频

发。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近期发布的 2022 年度《中国金融

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不良资产的来源包括银行不
良贷款、信托项目、非标债权、不良租赁资产、企业应收账款及

委托贷款等，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比过半。另一方面，近年
来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在疫情冲击背景下仍保持

韧性，截至2021 年末，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为 1.73%，与2017
年末持平。2022 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继续改善，截至 6 月末，

行业不良贷款率下降至 1.67%。惠誉博华认为，这一定程度得益于

银行业近年来持续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2017-2021 年 银行

业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达 11.9 万亿元。2021 年银行业全年处置不良

资产 3.1 万亿元，与同期不良贷款存量规模的比例达 108.9%，处
置规模连续两年超过存量规模。如考虑不良处置规模的因素，

2021 年商业银行经调整后的不良贷款率由 2017 年末的 3.17%上

升至 3.61%，不良生成压力有所加大。  

 

从不良贷款的处置方式来看，银行不良处置方式包括呆账核销、

自主清收、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等。为加快银行业不良资产处

置效率，监管也逐步放宽了公司及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门槛，以拓

宽不良资产转让渠道。银行不良处置手段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呆账核销占处置总规模占比由 2017 年的 54.2%下降至 2021 年末

的 30.3%。根据银保监会披露数据，2022 年上半年银行业共处置

不良近 1.4 万亿元，同比多处置 2197 亿元。考虑到 2022 年国际

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疫情反复、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等因素使得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宏观经济的再度承压将对银行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惠誉博华

预计，2022 年不良资产处置规模或将首次超过 4万亿元。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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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银行业加快了不良资产

处置力度，2017-2021 年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达 11.9

万亿元，处置手段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呆账核销占

比逐步下降。惠誉博华预计，2022 年不良资产处置

规模或将首次超过 4 万亿元。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

银行在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相对表现偏弱，其

不良贷款增速及规模占比也大幅高于银行业均值。尽

管在监管引导下，中小银行近年来整体风险呈现逐步

收敛态势，但未来仍有不小的不良处置压力。此外，

中小银行对房地产及小微企业的风险敏感度相对更

高，未来或将成为其主要风险来源。 

从存量风险来看，中小银行风险主要呈现区域及结构

性分化特征，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占比较高，且高风险

机构主要集中在中部及东北地区。从处置方式来看，

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属地职责，通过注资、合并、重组

等方式“一行一策”化解风险。同时监管也积极鼓励

不良资产公司深度参与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借助其专

业优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注：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分类标准，本报告将 202 1

年末资产规模在 5000 亿元以下的银行纳入中小银行统计口径；2）小微企业贷款主

要指单户授信在 1000 万元以下（含）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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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息差收窄背景下，银行盈利能力承压，核销规模的加大将进一

步影响银行盈利水平。 

 

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改善，但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仍较大 

近年来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农村中小银行为例，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披露，

2021 年末，农村中小银行涉农和小微贷款余额分别为 13.3 万亿元

和 12.9 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的 30%、27%，远超同期资产规模

在行业内的占比(14.1%)。但同时，由于中小银行在内控机制、风

险管理、资本实力等方面相对大型银行较弱，在中国宏观经济承

压背景下，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2017-2021 年，中
小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年均增速 34.3%，大幅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增

速(13.5%)，占银行业不良贷款比重由 2016 年末的 14.3%上升至

2021 年末的 33.3%。近期，个别村镇银行风险事件也使得中小银

行风险化解成为社会和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领域。自 2017 第五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来，中小银行风

险呈现收敛趋势。截至 2021 年末，中小银行关注及不良贷款合计

占比为 8.5%，相较于 2017 年末压降 3.3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
着 2019 年《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的出台，中小

银行不良披露质量有所改善，截至 2020 年末，商业银行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比率已降至 76.0%，其中中小银行逾期 90

天以上的贷款占不良贷款比重已由 2018 年的 148.8%降至 101.5%，

大部分中小银行将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 

  

惠誉博华认为，尽管从不良贷款率上看中小银行风险呈现收敛趋

势，但实际不良资产处置压力并未显著缓解。其一，中小银行不

良贷款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或为处置规模的增加，但贷款组合的实
际风险尚未明显改善，随着经济下行不良贷款仍会持续暴露。

2017-2021年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及处置规模合计增加了13.18 万
亿元，其中中小银行1占比超过 45.7%（同期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平

均占比仅为 20%）。根据银保监会披露，2022 年上半年，中小银
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5,945 亿元，同比多处置 1,184 亿元，同比增

 
1 2022 年 6 月 23 日，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披露，2017-2021 年累计处置中小银行

不良贷款 5.3 万亿元。 

量规模占银行业比重首次超过 50%；其二，现阶段仍有少部分中

小银行仍存在资产质量披露不实问题， 2021 年国家审计署针对中
小银行的审计结果显示，23 家中小银行少披露不良资产 1,709.62

亿元，该部分不良资产仍需较长周期逐步化解。 

 

房地产和小微贷款或将成为中小银行未来主要

风险来源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将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产生
负面影响。惠誉博华认为，未来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将主要来源于

两个方面，其一，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与房地产行业关
联紧密，虽然近年来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金融机构已主动

压降房地产开发贷风险敞口，但房地产困境对商业银行的冲击仍
不容忽视（详见：房地产困境对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挑战几何）。

2018-2021 年，以中小银行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贷占
总贷款规模比重由 9.8%降至 6.6%，较 2018 年末下降 3.2 个百分

点，高于金融机构平均降幅(1.2%)。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对公贷款

敞口(6.6%)已接近行业平均水平(6.2%)，但考虑到其合作机构多为
中小型或民营房企，结合此前惠誉博华对于上市银行房地产不良

贷款的压力测试表现，我们预计，在房地产行业需求低迷、融资
受限、房企违约率高企背景下，中小银行所面临的资产质量冲击

或将更加不容乐观。  

 

其二，近年来为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监管出台了多项

支持小微企业的信贷政策，银行小微贷款占比稳步提升。截至

2021 年末，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19.1 万亿元，2019-

2021 年平均增速超过 25%，占总贷款规模比重由 2019 年末的9.0%

上升至 11.6%。2022 年全球通胀压力持续走高叠加中国疫情超预

期扩散，使得小微企业面临成本及销售的双重压力。2021 年末，

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为 2.18%，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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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 大型银行 银行业

2018 148.8        76.4                 90.0                 

2019 97.6         73.0                 81.1                   

2020 101.5         64.5                 76.0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wind，惠誉博华

逾期90 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

中小银行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中小银行 不良贷款率-银行业

关注类贷款占比-中小银行(右轴) 关注类贷款占比-银行业(右轴)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wind，惠誉博华

%

中小金融机构 大型银行 金融机构

2018 9.8           6.6                    7.5                    

2019 8.8           6.8                    7.3                    

2020 7.5           6.7                    6.9                    

2021 6.6           6.1                     6.2                    

变化率 (3.2)          (0.5)                  (1.2)                   

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

注：该口径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年报，惠誉博华

https://www.fitchbohua.cn/%E6%8A%A5%E5%91%8A%E6%96%87%E7%AB%A0/%E6%88%BF%E5%9C%B0%E4%BA%A7%E5%9B%B0%E5%A2%83%E5%AF%B9%E4%B8%AD%E5%9B%BD%E9%93%B6%E8%A1%8C%E4%B8%9A%E8%B5%84%E4%BA%A7%E8%B4%A8%E9%87%8F%E6%8C%91%E6%88%98%E5%87%A0%E4%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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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随着2021年小微贷款延期还本政策的逐步到期，小微贷

款信用风险或将持续暴露。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合作客
户多为小微企业，截至 2021 年末，中小银行小微贷款占贷款总额

比重为 28.5%，大幅高于行业均值水平(11.6%)。这也意味着，中

小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信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同时由于跨省

展业的限制，中小银行区域集中风险更高，区域经济的不景气也

将加大辖内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下行风险。 

参考《2021 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惠誉博华针对银行业小微企

业贷款风险敏感度进行了预测分析（情景假设详见附录）。测试

结果显示，小微贷款信用风险对银行业整体冲击较为可控，在悲

观情景下，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仍能保持在 124.3%，高于监管要求
(120%)。但不同类型银行资产质量表现分化。大型银行受益于其

较为充足的拨备水平，即使在悲观情景下，其拨备覆盖率仍能保

持在 150%以上。而由于中小银行小微贷款风险敞口较大，在悲观

情景下，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约 2 个百分点至 5.9%，拨备覆

盖率水平下降至 75.5%，低于监管最低要求水平(100%)2。 

 

惠誉博华认为，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及房地产

企业的风险敏感程度更高。尽管近期出台的小微企业纾困政策3或
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小银行不良暴露风险，但长期来看，在宏

观经济增长承压、房地产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小银行不良资

产处置压力依然较大。 

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呈现属地化特征，农村金融

机构风险占比较高 

从存量风险来看，根据 2021 年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目前中小

银行风险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农村高风险金融机构占比
较高。截至 2021 年末，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

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 186 家和 103
家，两者合计占全部银行业高风险机构数量的 95%。2018-2021

年，银保监会累计协助处置高风险农村中小银行 627 家，处置不

良贷款 2.6 万亿元（占同期中小银行处置规模达 50%）。农村金融

机构已成为了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重点领域；其二，高风险

机构呈现区域集中化。截至 2021 年末，全国 24 个省市高风险机
构均已降至两位数以下，存量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河南、黑龙

江、辽宁等在中部及东北地区。 

 
2 2020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 20

个百分点至 100%-130%。 

从风险处置方式来看，目前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方式呈现出较为明

显的属地化特征，中小银行的过往风险处置案例均先由地方政府
配合当地银保监会牵头拟定处置方案，随后通过注资、合并、重

组等方式化解风险。 

针对存量风险处置压力较小的银行，监管部门主要通过注资的方
式，支持相关银行通过自主清收、核销、转让等市场化方式实现

存量风险的出清。2020 年国务院首次批准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的

形式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驶入快车道。截至

2022 年 7 月末，各地方政府已累计发行支持中小银行专项债规模

2,499 亿元，覆盖 20 个省市的 320 余家中小银行，其中 90%为农

村金融机构。2022 年支持中小银行专项债可用额度达 3,200 亿元
（其中新增额度 2,000 亿元），上半年已完成分配额度 1,874 亿

元，预计 8 月底将完成全年额度的分配。从地区分布来看，2022

年中小银行专项债的分配重点仍集中于中部及东北地区，这也与

央行发布的《2021 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的抽样结果相符。惠

誉博华认为，相较于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次级债，通过专

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效率更高。其一，专项债更具有灵活性

和针对性，可以有效减轻一些尾部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该
类型银行通常发行次级债难度较大），在目前专项债覆盖的超过

320 家银行中仅有 6 家中小银行总资产规模超过 2,000 亿元，占比

不足 2%。而相较之下，同期发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的银行中，

有超过 50%的银行资产规模超过 2,000 亿元；其二，专项债补充

资本属性更强，目前专项债主要通过金控平台间接入股、协议存

款转股等形式进行注资，可以用来直接补充银行一级资本；其三，

专项债主要由地方政府担保发行，其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但考虑
到中小银行专项债多为 10 年期的长期债权，后续如何通过市场化

的方式进行退出、退出后是否会对相关主体产生资本压力仍需持

续关注。 

 

而针对中高风险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更倾向于通过兼并重组的方

式，“一行一策”稳妥处置，以控制风险外溢。城商行方面，自

2020 年 7 月，银保监会表态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

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以来，陆续有 23 家城商行宣

布合并，2021 年，城商行数量已由 2020 年末的 134 家下降至
128 家。从经营表现来看，合并初期的银行主要聚焦于存量风险的

3 2022 年 6 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受疫情影响困难行业企业等金融服务

的通知》，鼓励商业银行对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制造业、餐饮、零售、文化、旅

游、交通运输等小微企业贷款继续实施延期还本付息至 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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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对其盈利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规

模效应日益增强将助推相关银行的业绩回暖。以 2020 年成立的蒙
商银行、四川银行为例，两家银行在完成相关风险出清后，2021

年均实现了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农商行方面，《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 2021》显示，

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已有 12 个省市完成农信社改制工作。2021

年，农村信用社机构数较去年减少 64 家至 577 家，而农村商业银

行机构数量则相应增加了 57 家。2021 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

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以推动化

解村镇银行风险出清，近期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再一次暴露出

村镇银行在股东管理方面的存在的漏洞。惠誉博华预计，未来村

镇银行吸收合并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高风险村镇银行将采取同业

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整合，村镇银行数量预计将日渐减少。 

同时为缓解地方政府风险处置压力，监管也在积极引入国有资本

参与中小银行风险化解。2022 年 6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引导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62 号文”）提出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以下简称“AMC”）参与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从

此前城商行合并案例来看，包括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辽

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地方 AMC 均参与了其辖内城商

行的兼并重组工作。2022 年，河南资管和中原资管协助中原银行

共计剥离了 245 亿元的不良资产，预计未来该合作模式仍将延续。
同时 62 号文大幅放宽了不良资产的收购门槛，将违约债券、90 天

以上逾期资产、延期还本付息资产等五大类金融资产纳入收购范

围。结合 2021 年债券违约及银行延期还本付息的存量贷款规模4

（按照同期银行业不良率进行估算），惠誉博华预计，本次收购

范围的拓宽将为不良资产市场带来接近 4500 亿元的潜在风险资产，

也将为AMC提前协调处置风险资产提供更大空间。2022年8月，

银保监会首次透露，计划会同相关部门考虑选择6个省份开展支持
地方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贷款的试点工作，预计高风险机构较

为集中的河南、黑龙江、辽宁等省份或将首批入选，未来中小银

行不良资产处置规模仍将保持高位。不良资产公司尤其是地方

AMC 将借助其深耕本地的区位优势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面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4 根据央行口径披露，截至 2021 年底，银行业已累计对 16 万亿元贷款实施延期还本

付息。 

2020年以来城商行合并案例汇总

时间 省份 新设/合并银行 涉及被合并银行

2020.4 内蒙古 蒙商银行 包商银行

2020.9 四川 四川银行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

2021.3 山西 山西银行

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

商业银行

2021.5 辽宁 辽沈银行

鞍山银行、本溪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等

1 2家银行，已完成其中2家银行的合并工作

2022.5 河南 中原银行 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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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惠誉博华基于各类型银行近三年小微贷款增速、总贷款增速、贷款减值增速及 2021 年末的拨备覆盖率情况，测算不同情景下 2022

年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覆盖率的变化情况。 

2） 情景假设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21》中关于中小微企业的敏感性压力测试情景，根据银保监会披露，

2021 年银行业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为 2.18%。 

3） 主要测算参数及情景设置如下：   

 

 

  

 

 

 

 

 

 

 

 

 

 

 

 

 

 

 

 

 

 

 

测算假设

银行类型 小微贷款增速 贷款增速 贷款减值变化 拨备覆盖率

大型银行 40.1% 11.8% 11.6% 与去年持平

中小型银行 13.7% 17.1% 12.3% 与去年持平

银行业 27.9% 12.6% 11.7% 与去年持平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银行年报，惠誉博华

情景设置

基准情景

轻度情景

中度情景

重度情景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wind，惠誉博华

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为2.1 8%

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升200%

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升400%

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升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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