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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员工持股绑定人才，AMC 开启发展空间 
买入（维持） 

事件：1）公司公告 2017-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及其中即将

实施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2）公司拟与西藏正耀投资及自然

人施敏共同出资设立成都吉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51%。 

投资要点：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台，总经理领衔拟认购 60%，AMC 团队整合

及人才绑定取得突破：1）公司 2017-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共分为六期，总

规模（包含此前已实施的第一期，占总股本 0.66%）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其中，即将实施的第二期计划拟向员工筹资不超过 5000 万元，并以 2:1 比

例设立分级资管计划，资金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参与人为包括总经理姚

庆先生（拟认购 60%）在内的 7 名员工。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于股东大

会（10 月 18 日）审议后 6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怀雪女士承诺对

该计划承担差额补足义务。2）公司自 2016 年 11 月转型 AMC+油服双主

业以来，人才引进及团队整合已初步完成，考虑员工持股推进，且总经理

及 AMC 业务负责人姚庆先生此前亦公告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5%-10%，以

股权方式绑定核心人才后有助于公司未来 AMC 业务的拓展。 

 AMC 控股公司再下一城，全国布局+广泛合作打造多层次不良资产管

理平台：公司拟与西藏正耀投资及自然人施敏共同出资设立成都吉耀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标的注资 3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51%，本次投资为拓

展不良资产市场、完善 AMC 布局。考虑公司此前已先后设立新疆吉创、

四川秦巴秀润两家全资 AMC 子公司，及浙江、广东、苏州、西安四家 AMC

控股孙公司（持股比例均 51%），公司已逐步打造覆盖全国的多层次不良

资产管理体系，并通过股权绑定优秀团队推动业务发展。此外，公司先后

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山东 AMC 旗下鲁信资本等专业机构合作，一方面

印证 AMC 团队专业能力受到产业认可，另一方面有助于实现资金、资源、

人才、牌照等多方位优势互补和业务协同，推动 AMC 持续取得突破。 

 AMC 驱动业绩反转，剥离安埔胜利+AMC 进入利润释放期，未来业

绩值得期待：1）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3049.5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其

中 AMC 子公司吉创资管净利润达到 7036 万元，传统业务亏损拖累业绩。

根据中报披露的 AMC 业务明细估算，公司传统不良资产包处置周期约为

6-18 个月，效率明显领先行业平均（通常 24-36 个月），印证团队评估、

处置专业能力领先。2）公司截至 6 月末持有和管理特殊资产规模累计已

达 110.84 亿元，业务体量增长迅猛，支撑未来业绩释放。根据公司披露规

划，2017-2019 年 AMC 资产规模目标分别为 150、300、500 亿，全年业务

体量有望超预期。3）展望下半年，考虑公司即将剥离油服子公司安埔胜

利，且不良债权资产包收益往往集中释放于处置中后期，据此判断下半年

AMC 利润有望加速放量+主业亏损预计收窄，全年及未来业绩值得期待。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推进，人才绑定有望取得突

破性进展，且 AMC 全国布局再下一城，平台体系逐步完善。考虑 AMC

已成为业绩反转的核心驱动力，后续随着出售安埔胜利、AMC 进入利润

快速释放期、塔国炼油厂完工投产，公司中长期发展值得期待。预计公司

17、18 年 EPS 分别 0.65、0.97 元，看好发展前景，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1）传统石化油服主业持续亏损；2）AMC 业务进展不及

预期；3）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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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Base] 市场数据 

收盘价（元）                23.85 

一年最低/最高价 13.50/27.28 

市净率（倍）                 8.06 

流通 A 股市值（百

万元）      

10,344 

基础数据  

每股净资产（元）                2.96 

资本负债率（%）                47.67 

总股本（百万股）              484 

流通 A 股（百万股）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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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012-2017H1 吉艾科技业绩概况  图表2：2017/06/30 吉艾科技股权结构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表3：吉艾科技 AMC 业务进展明细 

业务类型 公告日期 交易/合作对象 主要业务内容及最新进展 

不良债权资产包

收购处置 

2016-12-19 
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

全资投资子公司 

收购资产包本息和为 15.1 亿元（信用担保债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4

亿元；2017Q1 已执行完毕，累计收到处置款 1.685 亿元 

2016-12-26 
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

全资投资子公司 

收购资产包本息和为 17.6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4 亿元，逐步清收；

截至 2017 年 6 月末累计收到处置回款 7965 万元，预计年内实现整体收益 

2017-3-22 
某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及其合伙企业 

收购资产包本息和为 7.5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0.6 亿元；2017 年 6

月末收到清收款 1278 万元，预计 15 个月内将实现收益 

2017-5-25 
某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及其合伙企业 

收购资产包本息和为 6.4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0.36 亿元；目前尚未

收到清收款，预计 15 个月内将实现收益 

债务重整 

2016-12-21 上海高湘投资 

债权本息和为 4.8 亿元，公司出资 4 亿元收购，收取 1500 万服务费并与交

易对象约定 6 个月后以 4.24 亿元回购；截至 2017 年 7 月 7 月收到重整服

务费 1500 万元+2.32 亿元回购款，尚有余款未支付 

2017-1-10 
国内某大型商业银行

上海分行 

债权本息和为 16.98 亿元，公司出资 12.87 亿元收购（约定于 2023 年前逐

步分期支付）；预计 2017 年内将采取债转股等方式实现整体重整方案 

2017-6-7 肖佛炎 

债权本息和为 27.5 亿元，公司收取重整前期服务费 2000 万元，及后期超

额业绩分成；目前已提供重整前期服务，后续预计 6 个月内实现全面债务

重整方案，12 个月内通过重组方式实现全部债务偿还 

2017-6-30 
某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及其合伙企业 

拟以1.5亿元重整信贷资产本息合计6.1亿元，抵押物为苏州市商业用地等，

重整后优先偿还转让方 3.3 亿及资金成本，结清后公司取得剩余处置收益；

目前已达成初步重整方案，预计 18 个月内实现债务重整 

2017-7-10 某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以 12.8 亿元（分期付款）收购债权本息和 16.4 亿元债权本息和，抵押物为

杭州及嘉兴相关物业资产；尚未披露目前进展 

AMC 基金 

2017-6-15 盛瑞资管、广州峻腾 
以自有资金 8000 万元作为劣后级，组建 8 亿元并购基金，协助盈泉置业完

成债务重组及目标地块改造后分享投资收益；目前尚未正式出资完成 

2017-6-15 
浙江铭声资管（控股

孙公司） 

公司出资 9000 万元（LP），浙江铭声出资 1000 万元（GP）组建温州吉创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战略合作 

2017-3-23 山东鲁信资本 拟共同筹措资金总规模不低于 50 亿元用于开拓优质 AMC 项目 

2017-5-22 上海睿银盛嘉资管 拟共同筹措资金总规模不低于 50 亿元用于开拓优质 AMC 项目 

2017-6-28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开展全面广泛的业务合作，积极探索和“特殊资产交易机会”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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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吉艾科技盈利预测（维持） 

单位：百万元 2014 2015 2016 2017E 2018E 

营业收入 253.96 289.87 238.51 795.15 1,076.72 

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7.90% 14.14% -17.72% 233.38% 35.41% 

归母净利润 85.69 74.39 -439.32 315.23 471.08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 16.78% -13.18% -690.54% 171.76% 49.44% 

EPS（元） 0.18 0.15 -0.91 0.65 0.97 

PE（对应 2017/09/25 收盘价） 132.50 159.00 -26.21 36.69 24.59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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