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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金桥金融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咨询）于1993年7月成

立，是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全国性金融咨询公司，是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全资子公司。长城咨询注册地为北

京，在黑龙江和河南设立了分公司，在全国31个省市设立了业务代理部。

长城咨询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风险防控

体系。主要业务骨干分别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咨询工程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律师、银行和证券从业资格等专业技术资质，是一支高度专业化、知识化

的经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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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着近三十年丰富从业经验的金融咨询企业，长城咨询拥有遍

布全国的经营网络，拥有高素质、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拥有从事

金融咨询服务的深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广大客户提供

最优质、最高效、最全面的综合金融服务，在努力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为

实现客户的经营目标助力添力，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长城咨询将与中国企业精诚合

作、相互支持、共同成长，不断壮大。我们将积极秉承“以人为本、效益

优先、诚信至上、奉献社会”的价值理念和“团结、拼搏、务实、创新”

的企业精神，充分发挥敢打硬仗、敢于创新的优良品质，开拓奋进、不断

进取，最终使长城咨询发展成为一个治理科学、管理规范、特色鲜明、品

牌优良的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金融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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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金桥金融咨询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咨询）原为中国农业银行下属

单位，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要为农业银行从事贷款项目评估咨询（贷前

评估）服务。1999年长城资产成立，长城咨询由中国农业银行整体划转至

长城资产。2003年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对商业化运营进行了有效探索。2010

年，在财政部和银监会的支持下，长城资产根据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作为

长城资产商业化战略发展的重要服务平台收回长城咨询，于2010年12月长

城咨询重新注册成功。2013年2月，经财政部批准，长城资产对长城咨询增

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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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Business Scope

金融债权估值

项目评估
企业信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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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经营和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均来自大型

国有银行、国有AMC，拥有20年以上的经济、金融方面的管理实践和专

业工作经验。经营团队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主要业务骨干拥有注册

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

咨询工程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律师、银行从业资质、证券从

业资质等专业技术资质，拥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投资银行、不

良资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经验。

P专业团队
rofession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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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咨询系长城资产全资子公司，长城资产全国31个分公司和10个

子公司为长城咨询的业务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长城咨询设立了黑龙江

分公司和河南分公司，并在长城资产全国31个分公司和业务部所在地设

立了业务代理部，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体系。

专业服务体系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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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长城咨询积极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及

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外资金融机构以及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

担保等长城资产系统内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金融咨询服务。长城

咨询成立至今，累计完成各类贷款项目评估、咨询项目10,000余个，涉及行业

40多个，评估咨询投（融）资资产总额近40,000亿元。

长城咨询是国内最早从事贷款项目评估咨询的专业机构之一，深受相关合作

单位的好评，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声誉。在多年的业务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贷款项目评估咨询经验，建立和培养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评估队伍，构建

了独特的贷款评估咨询体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长城资产业务重心的转型，长城咨询大力开

展金融债权估值业务。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批准将金融债权估值纳入

长城咨询业务范围，长城咨询成为国内唯一一家经国家工商总局确认可以开

展金融债权估值业务的金融类咨询服务机构。长城咨询近三年累计完成金融

债权估值项目2,000余个，涉及不良资产债权总额近5,000亿元。

长城咨询一直致力于金融债权估值的技术的开发和改进，依托长城资产的不

良资产收购和处置业务，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不良资产估值经验，建立

了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资产数据库，并自主研发了一套金融不良资产估值模型。

长城咨询在贷款/投资项目咨询和不良金融债权价值咨询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

立的核心竞争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专业金融咨询Professional Financial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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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债权估值咨询

长城咨询充分利用长城资产二十多年来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积累和总结的丰

富经验，依托自主研发的不良资产定价模型，开发和从事金融不良债权的

估值咨询业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金融债权估值咨询专业产品。

>>>  财务尽职调查

长城咨询发挥自己的专业经验，提供专业财务尽职调查服务，为投资人进

行并购重组、投资方案设计、交易谈判、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  资产评估咨询

长城咨询提供的产品包括房地产评估、机器设备评估、无形资产（矿业

权、商标使用权、专利、商誉）评估等业务。按照市场性、系统性、技术

性、公正性、咨询性原则，为产权利益主体资产收购、转让、抵押、处置等

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专业产品Profession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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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价值评估咨询

长城咨询根据委托方要求进行企业价值评定和估算，对特定经济行为提供价值鉴

证或咨询服务,作为报告使用者投资决策等经济行为的依据。具有价值鉴证和咨

询服务两大功能，服务范围包括企业产权转让、企业并购、企业增资扩股、股权

质押、股权司法诉讼、股权激励及其他等。

>>>  贷款项目评估咨询

长城咨询提供贷前评估和贷后监测服务。贷前评估可对借款人的资信及借款的

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评估调查，核实抵（质）押物价值、保证

人情况，综合测定贷款项目的风险度。贷后监测可对贷款客户在贷款期间的管

理状况、经营效果、贷款使用情况及其它动态情况进行跟踪调查，考察贷款使

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  企业资信评级咨询

长城咨询提供信用评级、征信服务、信用管理咨询、信用监测、资产清收、信

贷违约率等多种专项信用评级服务，对区域、行业、企业、债项的内外部环

境、财政（财务）实力、未来发展前景等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分析后，就其在

未来一个时段履行承诺的能力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给予分析、监测、预警、

评定、管理。

>>>  投资项目咨询

长城咨询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咨询经验为委托方提供资金调配、投资方案

设计、资产定价、资信调查等有关方面的符合企业实际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

投资决策咨询服务。重点涵盖以下服务内容：提供产业政策信息咨询服务；提

供项目财务评价及可行性分析服务；提供项目投资整体方案的设计与安排；提

供项目的资金调配咨询服务；提供项目的投资方案设计咨询服务；提供项目的

资产定价咨询服务。

>>>  并购重组咨询

长城咨询针对公司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合并、分立、股份回购、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等对公司资产、负债、收入、利润和股权结构等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重

组活动，提供交易估值、方案设计、出具专业意见等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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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主要债权估值咨询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国际路演项目 涉及广东、深圳、海南三地，总规模20亿元

2 收购广发银行收购164户债权估值项目 总债权规模近42亿元

3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收购6户不良资产包项目 总债权规模12亿美元

4 安科机器人等5户企业债权处置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为25.84亿元

5 东盛系直接债权收购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17.53亿元

6 广东三星集团债权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7.7亿元

7 秦皇岛德能贸易公司等19户资产处置债权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7.3亿元

8 惠州地区84户企业国外招标整体打包项目 总债权额7.2亿元

9
收购沈阳颐兴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等 

57户债权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 25.23 亿元

10 潮州饶平29户供销社打包债权估值项目 总债权额为3.2亿元

近年主要贷款评估咨询项目

序号 地区 行业 项目名称                       

1 北京 公共设施 某森林公园6亿元贷款项目

3 河北 交通-高速公路 某高速公路15亿元贷款项目

4 山西 煤炭 某煤业公司煤矿技术改造1.52亿元贷款项目

5 内蒙 化工-塑料 某盐化集团公司聚氯乙烯及配套装置7亿元贷款项目

6 辽宁 化工-化肥 某公司化肥、三聚氰胺、甲醇联产资源优化5亿元贷款项目

7 吉林 饮料制造 某公司天然矿泉水1.8亿元贷款项目

8 黑龙江 汽车制造 某汽车制造公司研发中心技术改造1.38亿元贷款项目

9 上海 交通 某高速公路公司郊区环线北段7亿元贷款项目

10 江苏 电力-风电 某风电场二期工程4.95万KW3.2亿元贷款项目

11 浙江 交通-桥梁 某跨海大桥北岸连接线41亿元贷款项目

M近年来主要合作项目
ajor Projects Completed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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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主要财务尽职调查及并购重组咨询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收购德阳银行股权财务尽职调查项目 涉及标的581.14亿元

2 中铁物债务重组尽职调查项目 涉及标的732.82亿元

3 中民投财务顾问项目 涉及标的2,376.79亿元

12 安徽 冶金 某公司连续热镀锌生产线2.5亿元贷款项目

13 福建 造船 某船舶公司修船区4.95亿元贷款项目

14 江西 建材 某公司年产3万吨无碱玻璃纤维1.3亿元贷款项目

15 山东 土地开发 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10亿元贷款项目

16 湖北 水泥 某水泥公司4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2.17亿元贷款项目

17 湖南 旅游 某旅游发展公司河道综合治理2亿元贷款项目

18 广东 土地开发 某基础设施综合开发20亿元贷款项目

19 广西 铝制品加工 某铝箔公司3.5万吨铝板带箔1.7亿元贷款项目

20 海南 交通-高速公路 某环岛高速公路9亿元贷款项目

21 重庆 商业 某百货连锁经营公司购建杨家坪综合商场1.5亿元贷款项目

22 四川 制盐 某制盐公司年产100万吨替代性真空制盐1.4亿元贷款项目

23 贵州 造纸 某纸业公司20万吨/年竹浆及造纸6亿元贷款项目

24 云南 电力-水电 某水电开发公司大盈江一级电站2亿元贷款项目

25 西藏 医药-藏药 某藏药公司索罗玛宝颗粒产业化及GMP改造1.2亿元贷款项目

26 陕西 化工 某公司15万吨/年醋酸装置4亿元贷款项目

27 甘肃 金融租赁 某金融租赁公司固定资产售后回租3亿元贷款项目

28 青海 化工 某天然气化工公司年产60万吨甲醇10亿元贷款项目

29 宁夏 电力-火电 某公司天然气热电联产2亿元贷款项目

30 新疆 冶金-钢铁 某公司2×15万t/a直接还原球团矿2.3亿元贷款项目

31 新疆兵团 电力-供热 某热电公司供热技改工程0.7亿元贷款项目

32 大连 交通-港口 某公司汽车专运码头2亿元贷款项目

33 宁波 电子 某半导体公司模拟式6英寸芯片3.8亿元贷款项目

34 厦门 化工 某公司年产18万吨聚酯瓶片生产线1亿美元贷款项目

35 深圳 电子 某公司TFT-LCD模组二期工程1亿美元贷款项目

36 苏州 供水 某水业公司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2亿元贷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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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企业文化
orporate Culture

经营理念

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核心

公司精神

团结　拼搏

务实　创新

管理理念

规范　高效　精细

创新理念

面向市场　促进发展



人才理念

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人尽其才　绩效为先

风险理念

科学决策　依法合规

严格自律　完善内控

团队理念

共同创造　共同承担

共同分享　共同成长

传播语言

金融之道　金桥之道

才智和融　同铸未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月坛大厦B8 

电话：010-68083990

传真：010-68082720

网址：http://www.gbfcc.com.cn/

邮编: 10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