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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票据贴现：
“三角债”再露苗头

中小企业经营困境调查
银监会：银行支持
中小企业风险不大

应收账款是
很多企业主要的
公司资产之一，
平均占总资产三
至四成，一旦应
收账款管理不
善，企业就会出
现坏账，跟着无
法付款给供应
商，便会造成多
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出现“三角
债”。

告别“垒大户”、“傍大款”，支持中小企业，是银监会主席刘
明康给各大银行的忠告。

5月20日，刘明康在2011年上海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
称：“我国银行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
前瞻的思维，抓紧从战略入手，推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刘明康提出，必须持续推进业务分散化经营。在银行传统业
务模式发展潜力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银行首先要更加注重对小
企业和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大型优质企业融资将与信

贷资金渐行渐远。商业银行必须严格坚守授信集中度底线，从
‘傍大款’、‘垒大户’的传统发展模式中走出来。”刘明康说。

刘明康介绍，近年来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
取得初步成效，不少做得较好的银行2010年零售贷款已占到30%
—40%。这些银行的实践充分表明，支持小企业可以给银行带来
风险分散和边际效益的增加，特别是灵活的风险定价，往往使服
务小企业能力较强的银行在竞争中更胜一筹。

民生银行的“商贷通”业务，即是支持中小企业可以低风险
获得高收益的典型案例。

近期，多家券商对民生银行“商贷通”业务进行了调研。在调
研活动中，民生银行提出了“商贷通”业务发展的下一步战略，将
从商贷通向小微金融发展，不仅仅面对个人也服务小微法人，并
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客户关系及管理水平。

从2009年起至今，民生银行“商贷通”业务已经发展了3年左
右，目前已向20万户发放商贷通贷款，该行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
“商贷通”的客户群规模做到40万户。截至今年4月末，民生银行
“商贷通”贷款累计规模达到1700亿元，该行计划将2011年新增
贷款中55%的贷款投向“商贷通”客户。

以业务规模较大的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为例，截至2010年底，
杭州分行“商贷通”余额增至149亿元，不良率仅0.07%，加权利率
上浮23%，即年利率7.16%。2011年一季度，杭州分行新发放贷款
利率已经超过8.8%以上，相对基准利率上浮42%。

据悉，在“商贷通”升级后，民生银行将通过增加法人账户下
的承兑、结算业务、推广新产品、加强电子渠道补充等各种方式增
强存款派生能力增加客户黏度。而一些效果已经开始显现，2011
年一季度，商贷通存款派生率已经从年初的20%提升至40%左右。

刘明康还表示，银行必须加强尽职调查能力，善于精选客
户。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机会和挑战并存。客户的操守和

公司治理有的在进步，有的在退步。这就要求银行讲求认真作
风，学习和借鉴现代化的客户精选方法，做好尽职调查，有所为、
有所不为。这种精选在各行各业中都应推进。”

对于目前出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
授陈志武认为症结在货币政策上。

陈志武表示，经济过热时不应该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
型工具，而应该更多上调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会造成银行减
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现在已经形成了利率双轨制，官方年化利
率在5%，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年化利率已达60%—70%，形成冰火
两重天的局面。

陈志武还认为，目前加息空间仍然存在。而加息会使一些低
效的国企资金成本上升，使他们减少资金的使用，将贷款额度让
给民企。

“前两天省行票据中心刚下了通
知，现在不管是四大行还是中小商
业银行的汇票，贴现都不做了。”建
行湖南省分行一位信贷经理 5 月 19
日向本报记者透露。

本报记者在近日的采访中获悉，
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叫停了银行承兑
汇票贴现。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7611 亿元，同
比少增 1471亿元，票据融资持续 10
个月负增长。

除了光大银行和农业银行之外，
其余 14家上市银行 3 年以来披露的
年报显示，银行开出承兑汇票上涨
速度很快，而贴现无一例外均呈下
降趋势。其中，工行、农行、中行、
兴业、民生、光大、华夏和北京银
行的票据贴现超过 50%的负增长。

在银行信贷持续收紧的情况下，
票据融资被视为中小企业的最后一
根“救命稻草”。现在中小企业发
现，这条路并非坦途。

“假贴现”泛滥：
部分企业铤而走险

“一些中小企业申办银行承兑汇
票，不是‘用明天的钱支付今天的
货款’，而是‘贴一点利息马上取得
现金’，将套现融资作为申办银行承
兑汇票的惟一目的。”温州市鹿城区
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表示。

优中选优，利率上浮 30%—
50%，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门槛越来越
高。
“现在银行很重视中小企业，我

们每个支行都成立了专门的小企业
中心，但今年资金那么紧，即便是
利率上浮，放款速度也很慢，能拿
到贷款的中小企业算很走运了。”上
述建行信贷经理说，“我们现在连
电力企业这样的大客户，之前签过
总协议的都不一定能保证放款。”

不过，银行对以银行承兑汇票
为主的票据融资经常会网开一面。

银行承兑汇票不仅具有相当于
货币资金的实际流通功能，更重要
的是可以通过贴现方式，套现未到
期汇票，除去保证金和贴现利息，
剩余资金实际上成为一种变相短期
贷款，这契合了中小企业的短期资
金需求。
今年初以来，由于银行收紧信

贷，中小企业普遍借助票据通道变
相融资，市场上的票据开始增多，
供给和需求都逐步得到释放。与此
同时，非法倒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
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在民营经济滥觞之地温州，这

一幕正在上演。
“一些中小企业申办银行承兑汇

票，不是‘用明天的钱支付今天的
货款’，而是‘贴一点利息马上取得
现金’，将套现融资作为申办银行承
兑汇票的惟一目的。”温州市鹿城区
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表示。
“假贴现”路径已经浮出水面：

中小企业跳出真实交易行为，以伪
造购销合同等方式骗取银行承兑汇
票，并使用贴现手段套取银行资金。

从 2007年起，徐某、颜某夫妇
先后成立温州亚慧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温州大罗山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干起了倒卖银行承兑汇票的买卖。
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披露了其

具体操作手法：当有客户需要贴现
时，徐某先向上家中介询问当天贴
现利率，然后在此利率基础上加 1
至 3 个点向客户报价。如果客户同
意，徐某就会把客户的汇票送给上
家中介进行贴现，等上家将贴现款
汇到公司账户后，再通过网银按原
先谈妥的利率向客户支付贴现款，
从而赚取贴现款差价。

2008 年，浙江隆丰高分子新材
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鲁某因公司需
要经营资金，准备通过银行承兑汇
票贴现套取资金。由于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必须有购销合同，但其公司
没有这么多购销合同，于是就找徐
某“想办法”。
其后，鲁某先后和徐某签订多

份虚假购销合同，办理了 25张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累计达 1.072亿
元。上述票据均拿到徐某处套现，
套取的资金均用于鲁某公司经营。
该案是浙江省公安厅公布的

“2010 年十大经济犯罪案件”之一，

也是温州首例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获
刑的案件。
“假贴现”泛滥的一个重要注脚

是，部分银行内部人员也加入到套
取信贷资金的队伍中。

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在介绍案
情时称，某银行温州分行客户经理
谷某在经办过程中，明知企业没有
进行真实贸易，而建议将贷款资金
作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
将“贴现”款作为开具下一张银行
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和到期银行承兑
汇票的解汇款，违规开具 6 张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 4100万元。

之后，谷某又帮忙将其中 4 张
银行承兑汇票到徐某处贴现，从中
赚取差价 17万余元。
银行“只开不贴”：
“救命稻草”恐被掐断

“比如开 100万元的票，企业要
存 50 万元的保证金，那么他得到
100万元的票后，贴现 100万元，再
开 200 万元的票。如此循环操作，
企业融资规模就会被不断放大。”上
述建行信贷经理告诉本报记者。

跟开具虚假汇票相比，具有真
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被企业
用于反复贴现，则很少“出事”。如
果操作得法，这一手段也能够为企
业融到资金。
“比如开 100万元的票，企业要

存 50 万元的保证金，那么他得到
100万元的票后，贴现 100万元，再
开 200 万元的票。如此循环操作，
企业融资规模就会被不断放大。”上
述建行信贷经理告诉本报记者。

在信贷口子被收起来后，银行
更热衷于向企业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开票既有一部分保证金存款，

又有手续费收入，为什么不开呢？”
他说，“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一
般企业是 50%，优质企业客户是
30%。手续费按总额的万分之五，再
按敞口的 2.5%收承诺费。”

既然开票有利可图，银行往往
对反复贴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企业和银行的共同推动下，
从 2008年开始，各家银行的承兑汇
票业务开始出现大规模增长趋势，
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增长迅猛。跟
2008年相比，2010年民生银行、北
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此项
业务分别增长了 112.81%、301.59%、
123.93%和 281.03%。

与巨大开票金额形成对比的是，
16家上市银行 2010年报披露数据显
示，较 2009年各行贴现业务均呈负
增长态势，其中有 9 家银行的贴现
出现超过 50%的负增长，比如华夏
银行 2010年票据贴现金额仅为 6.35
亿元，同比下降了 91.52%。

本报记者从 5月 19日中国票据
网获悉，票据市场转贴利率报价近
期小幅上涨，跟随货币市场资金价
格升势，因央行宣布年内第五次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不过市场成交略
显清淡，观望气氛较重。
“省行票据中心三天两头下通

知，政策经常在变。”据上述建行信
贷经理介绍，在前段时间能办理贴
现的时候，利率也在 7%—8%之间，
“具体多少，每个客户会有些差别，
有些我们行的重点客户可以适当优
惠。”

他还表示：“贴现这几天确实
是停了。从总行角度来讲，很难发
布一个明确的文件来统一叫停贴现，
具体做不做，要看各分行的存贷比
情况。如果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银
行本身还是愿意做这项业务的。”

除建行以外，还有不少银行暂
停了分支机构的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而根据农行、中行内部人士透
露，目前多家商业银行对农村信用
社以及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城商行开
出的票据持谨慎态度，会以各种理
由拒绝贴现。不过，四大行的票据
基本上还能畅行无阻。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贴现
全线暂停，意味着应收账款被拉长
了半年到一年，对其流动资金是一
个巨大考验。

资金链绷紧：
“三角债”阴影

国际知名信用保险与管理服务
集团科法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认为，应收账款是很多企业主要的
公司资产之一，平均占总资产三至
四成，一旦应收账款管理不善，企
业就会出现坏账，跟着无法付款给
供应商，便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出现“三角债”。

河北一家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 5
月 11日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欠款
越来越多，现金交易只占到交易总
额的 20%—30%，其他大部分是客户
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这极大地增
加了资金成本。据测算，这个企业

每年财务成本会增加 1亿元。
几大行放贷规模锐减，手续繁

琐，钢厂开足马力大量生产，造成
目前的产能过剩，现在开承兑汇票
的客户主要是钢厂。“我们不能不
给钢厂供煤，只能是说好话去把款
追回来。”
“欠款越来越多，从 5%一下子

上升到 75%”，由于资金紧张，这家
企业的项目目前只能是有保有压，
公司开始着手清收，公司领导都跑
出去讨账，避免出现“三角债”问
题。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赋予其
贴现功能，本来是贸易环节中付款
的一个避险手段。当这一环节被银
行掐断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三
角债”问题，可能再次集中爆发。

国际知名信用保险与管理服务
集团科法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
应收账款是很多企业主要的公司资
产之一，平均占总资产三至四成，
一旦应收账款管理不善，企业就会
出现坏账，跟着无法付款给供应商，
便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出
现“三角债”。

这一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已经露
出苗头。

本报记者从广东省顺德法院了
解到，仅 2010年 1至 10月份，该法
院就受理涉纺织企业执行案件多达
1214 件。纺企倒闭后，平均每名纺
织企业工人被企业拖欠 11.13个月的
工资或补偿金。

顺德法院相关办案人员介绍，
在这上千起案件中发现不少“三角
债”的影子。
“纺织企业一般以产业链上游企

业向下游企业订购货物，再组织工
人生产或将半成品发外单位委托加
工成成品后销售的方式运作，而案
件中有不少‘三角债’存在，也就
是说，案子的债权人同时为另案的
债务人。”这位办案人员介绍说。

例如，顺德伦教某纺织制衣有
限公司起诉顺德区另一家纺织服装
公司拖欠其货款的同时，又被 14名
工人及两家企业以拖欠工资及货款
为由起诉。被执行人既有上游的制
衣企业，又有下游的布匹、织染企
业，从而形成“三角债”关系。

顺德集中爆发中小企业“三角
债”与倒闭潮的背后，是广东票据
融资规模的骤降。

央行广州分行公布的今年 1 季
度广东金融运行情况显示，截至 3
月末，本外币票据融资规模为 1168
亿元，比今年初锐减 286亿元。人行
广州分行给出的解释是：“目前贷
款规模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
过压减票据融资来为社会提供更多
的一般贷款。”

央行广州分行提出要求：“银
行在信贷调控过程中注重优化结构，
实行有保有压，强化对中小企业和
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满足其生产
经营中日渐增大的流动资金需求。”

然而，本报记者从广东多家大
银行获悉，从票据融资中“匀出来”
的信贷额度，中小企业分到的份额
极少。“我们现在基本上不考虑 100
万元以内的小额贴现。”农行广东省
分行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上接第一版）
在服装、玩具、家电、鞋子等行业出口大户中，均有部分企业

“调头向内”。这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内贸新兵，正在学习适应与
外贸完全不同的商业信用环境。
《报告》显示，2010年曾提供放账交易的受访中国企业由

2008年的64.9%升至2009年的79.9%，再进一步升至87.6%，年复合
增长率达到16%，主要是由政府刺激经济措施及多项其他刺激因
素带动的强劲内销促成。
《报告》还称，53%的受访中国企业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

而增加放账交易，当中44.6%希望借此扩展国内新市场的企业，
而2009年数据为31.7%；显示中国企业对扩展国内市场变得愈趋
积极。

国内贸易风险骤增：
“以大欺小”司空见惯

直到5月19日，山西临汾一家民营生铁厂老板龙成（化名）还
有四五百万元被拖欠款追不回来，因此他下决心要把厂子关了。

从2008年3月开始，龙成最大的客户、当地一家知名大企业
开始出现拖欠，直到去年年底，这个欠款雪球已经滚到了2000万
元之巨。
“一吨生铁卖给他们是5000元，大概200元的净利润，前几个

月情况还算不错，如果他们全额付款的话，3个月就有264万元利
润，但是钱一直没给齐。后来，欠款就不断滚大，一旦找他们要
钱，他们就要求我们继续送生铁。”龙成告诉本报记者。

据介绍，这家大企业的产品主要供出口，说是要等回款后才
向原料供应商付款。
“有时候，我知道他们回款了，就去找他们要，但他们不断找

毛病，说生铁水分大，不达标。我们只能是请吃饭、送礼，真说得
上是求爷爷告奶奶。”回想起3年追债路，龙成一肚子苦水，“最后
抵账时，原价60万元一辆奥迪车，实际上只值三四万元了，但给
我们算是抵了50万元。”

实际上，从追讨比例来看，这家客户的回款情况还不算最糟
糕的，像中铝、通达集团这样的客户，最终只收回了一半货款。
“最后算下来，一共赔了300多万元，这厂子没法开下去了。”

龙成说。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3月末，全国工业企业应

收账款60469亿元，同比上升24.6%，升幅比上月末提高1.5个百分
点。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上升23.7%、27.1%和27%，升幅比
上月末提高1.3、0.5和3.7个百分点。

在山西侯马市经营网吧、茶叶生意的杨总告诉本报记者：
“现在不讲诚信的，多半是针对中小企业，对大企业不敢不守信
用。”
“十几万元、二十几万元的生意，比如买茶叶，我可以要求先

打款再发货，这种方式买家一般都能接受。但是做大点的生意，
比方说煤焦铁、物流，就不能这么干，一旦丧失诚信，后果会很恶
劣。”杨总说。

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压力，远远高于大型企业。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日前发布的《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

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应收账款中“高于正常”所占比例，
小型企业为20.1%，中型企业为18.8%，大型企业则只有15%。

中贸友施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奎元表示，目前委托
该公司进行商账追收的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集中在建筑业、出
版印刷业、物流业、医药业和广告业。
“这些行业流通环节多，利润相对较高，被拖欠的概率也很

大。而这些中小企业找大企业客户追债，存在地位不对称、信息
不对等、目标人员不确定等难题，因此账龄普遍较长。”李奎元
说。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票据贴现叫停，意味着
其从银行融资的最后一扇门被关上。 CFP供图

权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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