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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u 上海厚有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由资深注册会计师、资深律师、高级

投行专家与头部地方AMC共同组建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u 公司专注企业拯救，特殊资产投融资与并购重组，特别聚焦困境企业的托

管、重整、重塑、投资的基金管理业务

u 公司在上海、深圳、北京均设有办公室。与多家知名会计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资产管理公司、券商、信托和私募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有成功良好

的协同合作关系

u 公司联合诚汇会计师所,有安法务公司集团化运作。旗下还设有安心私募

研修院、不良资产实战训练营等研究平台支持发展。充分发挥内外部合伙

人协同优势，力争成为国内一流的价值重塑投融资专家



团队介绍-董事长

u 金融学博士，资深律师，注册会计师，20多年的证券投行、金融从业经历

，曾担任多家证券公司副总、投行、期货、资管及基金公司高管

u 参与组建某某大型信用增进公司，精通金融、证券投行、不良资产法律法

规、上市运作、风险资产管理与处置，参加过近百家上市公司的保荐、并

购重组工作、国内资深的企业拯救与投资专家

u 多年从事困境企业拯救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特殊机会投资和不良资产的

投资与管理。累计处置资产规模达百亿，现任厚有安资产公司董事长、合

伙人管委会主任、国厚资产首席战略官、安心私募研究院、不良资产实战

训练营首席顾问

李进安 董事长



u曾任东兴资产风险部总

经理，资深不良资产处

置风控专家

u现任国厚资产副总裁，

分管风险管理，合规管

理，厚有安资产公司董

事

团队介绍-董事成员

钱程 董事
刘振华 合伙人、执行董事

u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EMBA

u15年以上金融服务行业项目开发工作经

验，擅长各种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的资

源整合

u曾在中国金融在线集团负责华东区金融

机构数据仓库建设，中国五矿集团负责

上海分部工作，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项目开发二部及资产管理部，排名

百强私募机构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等



安如营
总经理

并购重组部

l⼈⼤-英国Brunel⼤学联

合培养⾦融与投资硕⼠，

⼗年投⾏经验，曾任北

京市海淀区国资委引导

基⾦投资总监，东莞证

券北京投⾏六部副总经

理，华铭资本副总经理

l累计投资20多家⾼科技

企业，主导完成IPO、

定增和并购达7家，对

企业拯救、并购重组和

价值重塑有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资源

徐燕杰
总经理
投资部

团队介绍

刘树林
总经理

资产管理部

l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

学，曾任职钜派投资⾼

级投资经理，上海上会

会计事务所审计经理

l超过7年的地产投资及2

年的上市公司审计经验，

成功主导投资了多个地

产投资项目，包括设立

4亿并购基⾦投资某困

境商业地产，设立2亿

并购基⾦投资某商圈物

业项目等

刘波
项目总监
并购重组部

l北京航空航天⼤学

MBA（⾦融与财务⽅

向），曾任⼈民⽹投资

集团投资总监、上市公

司中科⾦财投资并购部

总监、北京基⽯基⾦⾼

级投资经理

l累计投资并购多家企业

包括战略投资⾦龙鱼、

收购志东⽅等，累计投

资20多家企业。擅长产

业投资与资源对接，有

丰富的投资并购经验

l上海交通⼤学⾦融学院

MBA，10年以上证券市

场投资经验，曾担任东

⽅证券研究所⾼级机构

销售、信公咨询资本市

场部总监等职务

l擅长把握资本市场中长

期投资机会，结合宏观

面、产业面与政策面的

研究，深度挖掘上市公

司投资价值



团队介绍

赵刚
项目总监

l赵刚，⼤学本科，中

级经济师职称，20多年

的⾦融从业经历，曾担

任银⾏、小贷、投⾏等

⾦融机构的⾼管

l累计参与过多个地产融

资及存量资产并购业务，

精通地产并购融资、存

量资产的并购，不良资

产的投、融、管、退处

置，企业纾困及远期融

资规划

喻国权
项目总监

l毕业于辽宁⼤学，经济

学硕⼠研究⽣，10多年

⾦融从业经历，曾担任

银⾏、小贷、投⾏等⾦

融机构的⾼管，长期在

银⾏、投⾏等⾦融机构

从事投融资项目

l曾参与过多个地产项目、

上市公司项目，专注于

不良资产及困境企业的

解困纾困



u 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厚资产”) 成立于2014年4月，

注册资金26.34亿元

u 国厚资产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财政部备案和中国银监会核准

的，首批具有AMC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牌照的专业机构

u 公司股东为东方资产、光大信托、北京文投和徐工集团，信用等级被

大公国际、联合资信评定为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股东背景-国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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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

并购重组

价值挖掘、重塑和重造、定向

增发、并购重组、协议转让、

金融媒体、IR & PR 管理、并

购重组基金、爱尔兰、欧洲家

族办公室翡翠基金

特殊资产投融资

金融不良资产收购与处置、

房抵贷不良资产收购与处置。

直接投资、银行出表、特殊

金融交易与投资机会、基金

管理

企业拯救

困境企业的托管与重整、资

产收购与处置、方案设计、

委托收购 、债务谈判、协同

产业基金、纾困基金、财务

资本和资产注入给企业赋能

共享 • 共创 • 共担



困境资产重组困境企业纾困 困境企业重整

l 重组方案设计

l 债权人谈判

l 债务重组

l 企业赋能

l 重整资金注入

l 实施破产重整

l 装入优质资产

l 提升企业价值

ü 律所、会所、投行和
产业基金、财务资本
战略协同

ü 政府关系和银行系统

l 资产重组方案

l 产业基金、财务投资

l 盘活核心资产，获
取现金流，增加营收

ü 困境企业纾困基金
ü 并购重组基金
ü 产业投资基金

ü 重整基金、财务资本
ü 装入资产、营收增量

关注高科技企业、困境企业、拟上市公司战略顾问、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混改、城市投行

困境企业拯救与投资



并购重组与价值管理

市值展望 价值传导 价值挖掘和塑造 IR & PR管理并购重组价值提升



困境资产投资

已覆盖业区域投资类型

• &'()*

• +,-.()

• /01()

• 2345()

• 67(8

投资范围

• 9:()

• 4;()

• <1()

• =>()

自2015年，公司主导投资的债权超过20亿元，参与投资的债权超过50亿元，均取得了优异的投资回报

• ?@A
• B@A
• CD
• EF
• GH
• IJ
• KL
• MN



Ø 基金有安一号资管计划，参与HL股份上市公司
定增基金

Ø 基金资管计划，参与三LP、YL股份等上市公司
定增基金

Ø 困境企业纾困基金
Ø 并购重组基金
Ø 非公开定向增发基金

纾困基金和定增基金

Ø 成立私募基金投资NB银行3套房产抵押债权

Ø 成立有限合伙基金投资江西CC12亿债权包

Ø 成立私募基金投资YH股份违约债

Ø 参与设立有限合伙基金，投资上市公司莲花**
的破产重整

特殊机会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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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Ø 案例1：LH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L公司是国内知名味精生产企业，作为破产重整总顾

问和投资人，联合产业基金投资超8亿元为企业纾困

，历时8个月，解决了7000多员工欠薪问题，ST成功

摘帽，恢复正常经营

Ø 案例2：P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P公司是中国最大汽车经销公司之一，团队参与作为

公司破产重整总顾问，引入重整投资人，与债权人谈

判，制定重整方案。公司2019年12月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批准，2019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Ø 案例3：Z上市公司托管经营

中天xx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清洁能源企业，团队参与了公司

的托管经营。通过目标股份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上市的

控股权，进而处理其不良资产，并解决其债务危机，实

现对企业的纾困。避免因质押股票爆仓及自身债务问题所

带来的上市公司控制权动荡及影响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Ø 案例4：D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D公司是国内翡翠第一股上市公司，团队参与为公司提供

纾困服务，作为破产重整总顾问与债权人谈判，制定重整

方案，寻找重整方，协调政府及法院。目前公司重整方案

已经由深圳市政府审批通过，并上报至证监会

成功案例-企业重整



成功案例-纾困重整

Ø 案例5：DF房地产集团纾困
DF房地产集团曾多年入围国内百强开发商，在深圳有多处核心物业资产。团队作为集团纾困总顾问，用以物抵债的

方式，创新的解决大批p2p投资人债权问题，并帮助成功引入信达资产30亿资金，盘活核心资产。目前DF集团已

经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

Ø 案例6：H上市公司纾困重组
H公司以运营民营小卫星知名，团队深度参与作为Y公司重组顾问，制定重组方案，帮助引入重组投资人，目前公

司已经与重整投资人达成重组协议，拟通过破产重整方式化解破产危机

Ø 案例7：Y上市公司重组
Y公司是国内眼科医药上市公司，团队参与作为Y公司重组总顾问，制定重组方案，成功引入某大型产业集团作为重

组投资人，并与金融机构债权人协调，通过先收购债权再抵股票的方式入股上市公司

Ø 其他案例：ZXGJ、SZZC、LYZJ、ZZYL、DFJY、STZX（MBO）、SHKG、GYKJ、DWSX、LYJZ

STPD……



Ø 案例8：LX科技上市公司定增

2019年主导某科技上市公司非公开增发10亿

元用于碳化硅研发中心和补充流动中心方案，

增发后给公司产业赋能和营收助推，目前市

值已经翻倍

Ø 案例9：CY创投公司定增

2019-20主导某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定向

增发5亿元，用于搭建在线大数据综合服务云

平台，主导企业价值塑造、价值提升和产业

赋能

Ø 案例10：收购上市公司GR科技

2020年战略顾问协助某政府9亿元收购GR科

技军工类上市公司，完成从收购30%股权到

实际控制人的综合价值管理方案，政府拿到

上市公司控股权后的半年内公司市值已翻倍

Ø 案例11：收购上市公司KD股份

2020年战略顾问协助某国企21.4亿元收购KD

股份上市公司控股权的综合方案，通过协议

转让6.4亿+增发15亿完成收购控股权，目前

已经完成中证登过户备案

成功案例-定增并购

其他案例：ZZ达并购GK网、YHT、ZXBY能源公司战略顾问、上海XST大消费战略顾问……



ü 案例1 通过FZDY信托成功参与HR银行35户资产包的投资，投资规模超过5亿。是国内第一单用信

托计划投资不良资产的项目

ü 案例2 10个亿收购肖**浦东钢贸包，债权本金20亿

ü 案例3 购买NB银行3户房产抵押债权包，该项目以私募基金形式投资

ü 案例4 投资深圳XD29户包，该项目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投资

ü 案例5 8个亿投资AJ信托违约债权，底层包括慈溪以及无锡的地产项目

ü 案例6 配合CC资产共同收购124户钢贸包

ü 案例7 配合XD资产收购大连银行396户资产包，投资超过5亿

ü 案例8 联合江西JK收购长城资产12亿债权包

ü 案例9 参与ZS银行金葵花abs资产投资，总规模400多亿

ü 案例10 投资3亿收购合肥GS银行资产包

ü 案例11 参与YH股份、YT能源违约债投资

成功案例-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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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985号一百杉杉大厦21层

l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2层

l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