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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基础资产向个人贷款集中，
且回收强于预期 
 

 

 

 

自 2016 年至今年三季度末，银行间市场已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交

易（以下简称 NPL 交易）120 笔，发行证券金额累计 706.0 亿元，

涉及不良贷款本息余额 3261.4 亿元。 

已发行交易中大部分交易优先级证券在预期到期日前偿付完毕，

反映出在其存续期内，基础资产的回收情况强于发行时预期。 

在发起机构与基础资产方面呈现集中趋势 

交易发行由少数大型金融机构主导，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

占 NPL 交易总发行金额的 65%以上 

2016 年至今年三季度末，工商银行累计发行 NPL 交易 26 笔，金

额合计 262.4 亿元，其发行量在往年始终保持在高位，但进入

2020 年出现大幅下降。同期，建设银行累计发行 24 笔，金额合

计 209.9 亿元，其发行量在近四年连续上涨。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此期间的发行金额占银行间 NPL 交易发行

总额的 66.7%。 

在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是较为活跃的发起机构，其发行交易

的基础资产以信用卡不良贷款为主，因而单笔交易发行规模较小，

总体发行金额不高。但其自 2016 年以来均维持较高的发行频率，

每年有 3 至 5 笔 NPL 交易发行。 

上述三家机构自 2016 年至今年三季度末的发行笔数占银行间 NPL

交易发行笔数的 57.5%。 

各机构 NPL 交易发行金额/亿元 

 
注：数据统计自 2016 起至 2020 年三季度末，下同。 

来源：发行说明书、CNABS、惠誉博华 

从发行金额及发行笔数看，NPL 交易的基础资产逐渐集中

于个人住房抵押及信用卡不良贷款 

截至目前，以个人消费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发行量连

续降低；近年来，未见新发行以企业不良贷款及混合类不良贷款

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以小微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

发行量保持在低位。 

近三年中，以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发行

量最大，年发行量均超过 60 亿元；其次是以信用卡不良贷款为基

础资产的 NPL 交易，年发行量在 50 亿元左右。 

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基础资产向信用卡及个人

住房抵押不良贷款集中；已清偿的优先级证券

中 70%以上到期日早于预期，显示出其存续期

内基础资产的回收情况强于发行时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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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基础资产 NPL 交易发行金额/亿元 

 
来源：发行说明书、CNABS、惠誉博华 

从发行交易笔数看，以信用卡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发

行最为活跃，近三年来每年发行均在 15 笔以上。 

以小微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虽然持续发行，但未见同

一发起机构持续发行此类交易，这一点与以个人住房抵押不良贷

款和信用卡不良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有所不同。 

各类基础资产 NPL 交易发行笔数 

 
来源：发行说明书、CNABS、惠誉博华 

不同类型基础资产预期回收差异显著 

信用卡不良贷款的预期回收率1最低但估值稳定，个人住房

抵押不良贷款的预期回收率最高 

与一般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类似，NPL 交易的现金流同样受到基础

资产的分散性、同质性及担保情况的影响。 

信用卡贷款无抵质押物，但分散程度和同质性都很高，因此回收

估值最低，同时波动性较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同样具备较好的

分散性和同质性，同时因其抵押物足值，且较企业贷款抵押物而

言价值较低、流动性高，因而回收估值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消费贷款虽然也很分散，但贷款条件各异，如

工元至诚 2019 年第四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其基础资产全部附带

房产抵押，因而预期回收率达到 80%以上，与个人住房抵押 NPL

交易的预期回收水平相当；而工元至诚 2020 年第二期不良资产支

持证券则全部为信用贷款，其预期回收率不足 10%。 

从回收估值分布的角度，以往发行的以混合不良贷款及企业不良

贷款为基础资产的 NPL 交易预期回收更容易观测到异常值，这也

                                                                                       
1 预期回收率=预期回收金额/初始起算日基础资产未尝本息余额 

反映出这两类资产在估值方面存在较大难度，可能是导致其近年

不再发行的重要原因。 

各类基础资产 NPL 交易预期回收率离散程度 

 
注：上图矩形内部横线对应数据的中位数，矩形上下边缘分别对应上下四分位数，矩

形两端向外的线段端点对应正常数据的分布区间，散点为异常数据。 

来源：发行说明书、CNABS、惠誉博华 

已发行交易优先级证券偿付总体快于预期 

已清偿的优先级证券中，70%以上到期日早于预期，截至目

前有三支优先级证券未能在预期到期日偿付完毕2 

2016 年至 2020 年三季度发行的 120 笔 NPL 交易中，有 28 笔交

易的优先级证券尚未清偿完毕，已清偿的 92 支优先级证券中，70%

以上的到期日早于预期，反映了 NPL 交易在优先级证券存续期内

的实际回收情况普遍强于发行时的预期。 

优先级证券在预期到期日未能偿付完毕的交易共有三笔，但截至

2020 年三季度，其中两笔的优先级证券已清偿，剩余的一笔的优

先级证券也已偿付 95%以上。 

各类基础资产 NPL 交易优先级证券清偿状态 

 
来源：受托报告、CNABS、惠誉博华 

 

                                                                                       
2 若证券的实际清偿日晚于其预期到期日超过 10 个自然日，则认为其未能

在预期到期日偿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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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未在预期到期日偿付完毕的 NPL 交易 

 

交易 
优先级证券 

预期到期日 

优先级证券 

到期日 

优先级证券 

偿付进度 

前五大 

借款人集中度 

加权平均 

逾期期限/年 

抵押 

覆盖率3 

预期 

回收率 

优先级发行金额/ 

预期回收金额 

龙兴 2017-1 2019/3/26 2019/9/26 100.0% 66.2% 1.7 204.3% 44.5% 55.5% 

企业 NPL 交易平均 - - - 37.5% 1.3 118.0% 42.5% 48.8% 

农盈 2018-2 2020/7/26 未到期 96.2% 9.9% 0.9 208.7% 47.2% 54.8% 

小微 NPL 交易平均 - - - 6.1% 1.3 187.4% 57.4% 49.3% 

农盈 2019-3 2020/4/26 2020/7/27 100.0% 0.2% 0.6 - 20.2% 48.6% 

信用卡 NPL 交易平均 - - - 0.3% 0.7 - 14.2% 55.7% 

 

  

                                                                                       
3 抵押覆盖率=抵(质)押物初始评估价值合计/初始起算日基础资产未尝本息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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