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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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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那个“柜子”有主了，华
展物流广州公司田经理终于松了一
口气。

这个“柜子”是一个装着价值2.3
万美元中国厂家货物的集装箱，春节
前从广州黄埔港装船发往利比亚。船
抵北非，恰逢利比亚内战爆发，这个
“柜子”被迫滞留在的黎波里的码头
上，一躺就是3个多月。

田经理5月20日上午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幸亏利比亚稍微安
定一点后，买主到码头上提了货，不
然我们货代就亏大了。”

在国际信用危机爆发后，放账交
易并不总像这样有惊无险。本报记者
调查发现，不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国内
贸易中，中国企业均遭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信用风险。

本报记者从国际知名信用保险
与管理服务集团科法斯获得的《2010
中国企业信用风险管理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通胀压力
下，2011年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及
依靠低成本竞争的企业可能会产生
现金流问题，违约可能性增大。
《报告》还称，大部分企业缺乏信

用信心，认为国内逾期账款状况很难
改善。

国际危机余震不断：10个国家信用等级调低
“一个柜子放在码头上不提走，

每天要收取100多美元的仓储管理
费。半年下来，很多货值低的，买主干
脆就不要了。”田经理告诉本报记者，
“如果半年到期被海关拍卖的话，拍
卖所得首先要支付仓储费，如果不够
费用的话，货代还要付费。”
“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一般

规模不大，利润很薄，大部分都不会
买保险。近年来买方拒收的情况增
多，我们货代能做的，就是想办法为
柜子找到另一个买主，不然大家都要

赔钱。”他说。
的黎波里的“柜子”遭遇，正印证

了科法斯的预言。
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不稳政局将

影响当地经济活动，同时将加剧公共
财政失衡，同时带来货币贬值。由于
预期利比亚的经济活动将急跌15%以
上，科法斯将其信用等级下调至D级。

而突尼斯和埃及正值政权过渡
期，经济在短期内将呈弱势，因此科
法斯决定将突尼斯和埃及列入负面
观察名单。叙利亚的政治抗争浪潮加
剧，加上经商环境欠佳，科法斯亦将
叙利亚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科法斯在今年 1月份曾称，由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第一轮全球
化信用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短短
几个月后，科法斯修正了自己的部分
观点。

科法斯最新宣布，调低10个国家
的评级，其中包括日本及数个位于中
东及北非地区的国家。鉴于日本、北
非及中东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

祸，科法斯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
3.4%下调至3.2%。
欧元区受主权危机严重打击，科

法斯预计2011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为1.3%，低于2010年的1.8%。但除了
葡萄牙被降级至A4以及塞浦路斯因
庞大的希腊债务而被降级至A3外，欧
洲大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维持不变。
葡萄牙不但陷入政治危机，最近更向
欧盟要求经济援助，其经济衰退今年
将继续。资金紧张的葡萄牙企业在未
来将更难取得信用额。

英国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英国严
厉的紧缩政策及高通胀将打击消费
者信心，加上成本上涨，制造业的边
际利润将会收窄，英国被剔出正面观
察，但维持A3的国家贸易风险评级。
“很多原来专做出口的企业，现

在都专做国内市场了。”田经理表示，
“我们有很多客户，现在把一部分柜
子发给宁波、上海，减少了出口比
例。”

（下转第二版）

5月18日上午10点，本报记者如
约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四环附近的一
家信托公司，接打电话的声音在这
层写字楼里此起彼伏。
“最近很忙，有太多事情要处理，

手机电池每天差不多都要打得没电
了。”该公司负责人刘建伟（化名）边
招呼本报记者坐下边说着话。

尽管日前银监会已两次澄清，5
月份没有出台房地产信托业务新规
的计划，但近期市场上关于房地产
信托业务收紧的传闻不断。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可是房地

产信托收紧是必然趋势，今后银监
会肯定会有大的动作，我们现在虽
然还在做信托产品，但已经在逐渐
减少，同时我们也在做两手准备。”
刘建伟告诉本报记者。

今年以来房地产信托行业的“疯
狂”，把这个游走于银行和民间借贷
之间的“第三者”推到了“风口浪
尖”。

利率逼近“红色警戒线”

虽然上有政策，但是持续走高的
收益率，让房地产信托公司对这块送
到嘴边的“肥肉”欲罢不能，进而铤而
走险。
“18%。”上周，一家来自于河北的

房地产企业找到刘建伟，为了他们公
司的别墅及部分商品房开发项目融资
1.3亿元，并报出了这个“高利息数字”。
该项目五证俱全，即将部分封顶。
“18%是年贷款利息，如果是去年

上半年，这个数字的确很诱人，而且
这个项目能很快包装成一个年收益
10%的房地产信托产品推出。但是现
在，面对这个数字，极少信托公司愿
意接洽这单生意。”刘建伟说。

河北企业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
北京融资？刘建伟的解释是，虽然银
监会没有明文叫停房地产信托，可是
二三线市场的信托公司有些已经停
了，主要是没钱，或者不想去冒任何
一点点风险。

“这家企业也咨询了几个信托公
司，他们给出的数字一般都是25%，我
们给出的也是25%，这也是没有办法，
同行都这么高，我们也不能低，这是
业内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刘建伟说。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一年利率为
6.31%，而25%只比中央银行的年贷款
利率的4倍25.24%少了0.24%。
“国家有法律规定，如果借贷利

率超过央行年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
将会受到处罚，所以我们都很紧张，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谱，谁都不会触
碰‘红色警戒线’，就在它极限值下徘
徊。”刘建伟表示。

刘建伟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北京
的房地产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的以
二、三线城市项目居多，且以小型房企
为主，一般情况下，房地产信托的收益
率在8豫到10豫之间，再加上渠道费用
占比3到4个百分点，和大型开发商的
信托融资成本在12豫到15豫左右相比
较，小型开发商的信托融资成本一般
在20豫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5豫以上。
“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们都是抱

着能拿到最高收益为目标，如果真有
问题再及时修补，这就是我们信托行
业的原则。”刘建伟笑呵呵地说。

繁荣之下潜藏巨大风险

“今年以来融资的房地产公司非
常多，光我们主动拒绝掉的公司差不
多有一半，现在长三角一带、一线城
市的优质房地产项目成了我们的主
要客户，一些小公司、小项目卡得很
死，几乎不去碰。”5月19日，一家大型
信托公司业务经理周兰（化名）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兰说，过去两三年，都是一些中
小房地产企业找上门来，大的开发商
很少，今年以来，大的企业比较多，小
的企业很少，“需要钱的企业越来越
多，企业在市场中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可以接受的融资成本也越来越高。”

周兰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是银
行拒绝的客户，我们会进行全面详细
的调查了解，不一定给它做融资。”

（下转第八版）

中小企业坏账风险剧增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调查

银行信贷资金的全面收紧，使得信托等融资渠道再次“走俏”，作为房地产开发商重要资金来源
的房地产信托产品，也再一次在金融风险调整中“崛起”，重新占据了信托市场的“半壁江山”。本报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了解，与以往相比，此次房地产信托产品市场的火爆高潮表现在其信托公司融资
数量巨大、融资渠道翻新、借贷利率猛高等方面，在信用风险考量上应更加谨慎。

房地产信托“盛世危言”

本报记者 王静宇/文

这段时间，在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做业务主管的小潘特别留
意网上有关东星航空的消息。

两年前，小潘还是东星航空宣传方面的负责人。“真没有想
到会变成今天这样。”她5月18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原
来的同事都各奔东西了，现在也只能从网上了解有关东星的情
况了。”

5月9日，东星航空的母公司东星集团起诉民航中南管理局
停飞决定不当一案在广州开庭。这是我国民航史上首例“民告
官”案，东星航空因此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此时，东星航空已经破产近一年，东星集团业务也基本上停
止，东星航空实际控制人、有“湖北首富”之称的兰世立身陷囹圄。

两年前，民航中南局一纸停飞令让成立不到3年的东星航
空停摆，随后是重整、破产清算和兰世立的判刑。

随着诉讼的进行，东星航空停摆的真面目也露出冰山一
角。

“停飞令”是否合法？

2011年2月9日，已几乎成“空壳”的东星集团向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此前做出东星航空停飞决定的民航中南
局提出行政起诉，要求判令中南局此前行政处罚无效。
“民航中南局作出停飞决定，其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是否

存在？此外，相关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这是庭审最为关键的
焦点。”东星集团代理律师严义明在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东星集团称，民航局中南管理局仅凭武汉市政府的一纸函
件，既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也未依法
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就做出了停飞决定，违背了法规，故请求法
院判决停航行政处罚无效。

一纸函件是指《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飞东星航空
公司航班的函》。严义明认为，民航中南局依据武汉市政府的函
便发出“停飞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在3月14日之前，东星航空公司并无明显危及飞行安全违

章行为，没有紧急需要处理的情况。”严义明说。
民航中南局的代理人则认为，在作出暂停飞行的决定之

前，东星航空经营状况恶化，已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安全投
入无法保证；再加上公司董事全部缺位，员工思想极不稳定，安
全责任无法落实，公司安全管理和保证能力薄弱，安全运行隐
患严重。
“遵照《安全生产法》第56条的规定，民航主管部门在安全

紧急的情况下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因而作出停飞的决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航中南局的代理人说道。

东星集团称，在停航前，民航总局的安全审计中，东星航空
公司安全审计得分是94.6，审计报告中，审计组认为东星航空
有限公司作为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有独立安全运行
能力，其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基本符合实施运行所必须的要
求。

民航中南局则辩称，东星航空在2009年初接连发生包括员
工摔伤在内的多起安全事故，在适航飞行、飞行员稳定、对人员
培训投入、公司管理流程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但不管结果如何，都无法改变东星航
空已经破产的命运。

胜诉几率不被看好

停飞让东星航空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此后，东星
航空的债权人纷纷发难，提出破产申请。

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法院裁定破产；2010年12月，东星
航空完成破产清算，公司法人主体资格不复存在；2010年10月，
东星航空实际控制人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入狱4年。

从成立到坠落不到3年，东星航空便寿终正寝。
一位参与过重组谈判的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东星航空破产

后，其大部分资源由国航接管了。
据当地媒体2009年6月14日报道，新挂牌的国航武汉分公

司录用了原东星航空公司600余名员工，约占东星总员工数的
1/3，而试运营的6架飞机全部为租用原东星航空飞机。

兰世立的入狱和东星航空的破产，给母公司东星集团带来
了巨大影响。

小潘告诉本报记者，东星航空刚成立时是东星集团最鼎盛
的时期，当时员工有6000多人，现在还留守在公司的可能不足
100人。“我们离开，是因为感到公司已经没有希望了。”

当时，东星集团资产达20亿元，是国内最大的民营旅游集
团，在圆园园缘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兰世立位列第苑园位。据东
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介绍，东星集团旗下的东盛房地产、东
星国际旅行社、东星航空等企业均已基本停止运作。

在庭审结束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兰剑敏表示，东星集
团期待诉讼能为东星航空“正名”，让民航管理局“认错”。

兰剑敏说，东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即使面临覆灭的结局，
也还要抗争一下，这种挣扎也是一种呐喊和呼吁，希望这一结
果能让将来行政机关的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和有效。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东星此次胜诉的几率较小；如果胜
诉，东星可以进一步考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要求相关部门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将在两三周后宣判结果。

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说，东星作
为一个民营企业，即使面临覆灭的结局，
也还要抗争一下，这种挣扎也是一种呐
喊和呼吁，希望这一结果能让行政机关
的行为变得更加审慎和有效。

本报记者 刘凌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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