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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农
信社系统由
于历史原因
存在会计处
理漏洞，为
商业银行腾
挪信贷额度
打开了方便
之门。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本报记者 王静宇/文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近日，河南省农信社爆出内幕：

该社帮助多家商业银行“消减信贷规
模”的票据转贴现业务，已在部分地
区被紧急叫停，河南省银监局正在对
此进行调查。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内部渠

道获悉，河南省农村信用联社理事
长、党委书记鲁轶，副主任、党委委员
李志刚近日分别赶赴地市农信社进
行调研和整改工作。
“省联社很重视这次事件，省联

社主要领导亲自在抓。”6月 16日，
河南省农信社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说，
“这几天陆陆续续都停了，上面正在
介入调查。”

记者随即电话联系河南省银监
局求证此事。“目前只是进行每年例
行的现场常规检查，‘票据业务’也在
例行常规检查范围之内，并没有紧急
叫停。”河南省银监局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然而，6月 19日，当记者再次联
系河南省农信社人士时，得到的答复
则是：“省里的检查已经陆陆续续结
束了，有些信用社机构不做了，可是
有些机构还在做，只不过更加隐秘小
心了。”

信贷紧缩之下：
银行、信用社“一拍即合”

“当有的银行信贷规模超了，就
采取这样一种操作：将票据卖断给河
南农信社以减掉信贷规模，然后再从
河南农信社逆回购买入票据，这样对
银行来说既减掉了信贷规模，又腾出
了信贷额度。”

当记者问及“票据业务被紧急
叫停”的原因时，河南省农村信用联
社某地级市信用社稽核部门工作人
员陈磊（化名）说：“这次事情的起因，
主要是由于农信系统在会计处理上
漏洞太大，这其中包括某些银行通过
农信社票据购买腾挪其贷款规模，省
里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了，现在此
路已经走不通了，不是不想做了，而
是不让做了，也不敢做了。”

陈磊表示：“对持票人来说，贴
现是将未到期的票据卖给银行获得
流动性的行为，这样可提前收回垫支
于商业信用的资本，而对银行或贴现
公司来说，贴现是与商业信用结合的
放款业务。”。
“票据业务不仅是各大国有银

行以及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时也
是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主要业务之一，
以前全国所有省市的农信社票据卖
断和回购操作在会计处理上都没有
作区分，后来大部分省的农信社会计
处理方式都做了改革，但河南等几个
省的农信社还是沿用老的会计记账
方式。”一位长期从事农信社管理的
人士说。

所谓票据卖断，即指票据转贴
现业务，指银行将未到期的票据拿给
另一家机构进行贴现，它实际上是一
种票据转让行为。而“票据正回购”，
则是指一方以票据作抵押融入一定
规模的资金，然后在未来某一时间将
票据购回的操作。反之则为逆回购。

新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于票据卖

断和“票据正回购”操作进行了区分，
银行将票据卖断，就不再计入贷款规
模，这为银行腾出了信贷空间。

而做“票据正回购”则不能减少
信贷规模，反之，“票据逆回购”也不
增加信贷规模。
由于河南的农信社仍沿用老的

会计记账方式，对于票据卖断和回购
科目不分，因此，无论是票据卖断还
是“正回购”，农信社都可以为银行
“消掉”信贷规模，这就给了银行和农
信社合作的机会。
“当有的银行信贷规模超了，就

采取这样一种操作：将票据卖断给河
南农信社以减掉信贷规模，然后再从
河南农信社逆回购买入票据，这样对
银行来说既减掉了信贷规模，又腾出
了信贷额度。”陈磊说。
陈磊说：“这对于农信联社来说

也是个‘好买卖’，买进既增加了规
模，‘正回购’又减掉了规模，还可从
中赚取利差，双方需求都得到满足，
这是前段时间最流行的操作方式。”

据记者了解，今年由于对信贷
额度控制严格，银行信贷额度很少，
因此，一些银行的票据部门与农信社
的这种合作更加频繁。
其中，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中

小银行是主要的需求主体，国有大行
由于风险控制严格等原因，对于此类
业务涉及比较少。

记者通过调查获悉，在内地其
他一些农信社改革较为滞后的省份，
也存在类似于河南省农信社这样违
规票据转贴现操作的情况。

民间票据融资：
重复贴现套取 20倍资金

一些持票人不需要承兑汇票的

全部资金，为减少利息支出而申请部
分贴现，银行作为贴现人为了获得短
期收益，放宽审查承兑汇票，不从资
金安全性考虑，所以同意给予部分资
金融通，而我国《票据法》不允许部分
转让票据权利，即汇票金额一部分转
让的背书无效。

“周转灵活、收益稳定，加上票据
期限较短，一般为 2到 4个月左右，
最多不超过 6个月，所以成为了各金
融机构看好的‘黄金业务’。”陈磊说。
陈磊告诉记者，票据贴现的金

额一般不太大，每笔贴现业务的资金
规模有限，因此出现了“可以允许部
分贴现”业务。
“一些持票人不需要承兑汇票

的全部资金，为减少利息支出而申请
部分贴现，银行作为贴现人为了获得
短期收益，放宽审查承兑汇票，不从
资金安全性考虑，所以同意给予部分
资金融通。”陈磊说。
不过，陈磊也承认，“这是违反我

国《票据法》的，我国《票据法》不允许
部分转让票据权利，即汇票金额一部
分转让的背书无效。不过，如果持票
人和银行之间有了协定或者协议，就
可以确保‘部分贴现’业务畅通无
阻。”

农村信用联社和商业银行在进
行这种“痛快”合作的同时，也对中国
人民银行的“票据融资”统计工作的
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农信社买进票据再回购出去

后，被操作的这部分票据相当于凭
空消失了，这意味着这部分票据已
不会再出现在央行对于‘票据融资’
的统计中，因而央行的统计数据将
有失于权威性和准确性。此外，其违
规背后操作也存在着潜在风险。”陈

磊说。
不仅如此，通过这种钻老的会

计处理方式的漏洞，商业银行其实是
将表内业务转入了表外，通过这种操
作而存在的表外业务规模也非常巨
大。
“监管部门此前也对农信联社

该类业务禁止过，但并没有严格执
行。”陈磊说。

陈磊告诉记者，由于对该类业
务的特殊需求使得农信联社在中国
票据市场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进而为大量的票据中介机构提供了
生存空间，“这其中包括一些不规范
的操作也令票据市场滋生了很多风
险。”
“这其中就包括民间票据融资，

其实这种融资方法更为隐秘。”陈磊
说。

民间票据融资一般都是由在银
行的关系人、中介人、企业三方组成，
“而且利率也是非常的高。”陈磊说。

陈磊说，由中介人向需要贴现
的企业收票据，转手给银行关系人，
这些银行关系人一般可以和银行商
定比较低的贴现利率，并能够负责资
金迅速到账。

而中介人则在这场“游戏”中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介人就是
中间人，银行和企业的桥梁，以吃回
扣或者‘好处费’为主。”陈磊说。

就是在上述三方配合下，企业
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多次开票、贴
现，最终到手的资金达到保证金的
20倍左右。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银行
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的仅是贴现量，
实际上，票据承兑量可能更大，因为
还有一部分票据没有进入银行体系
贴现。

而在民间，其一是在流转之中，
二是被作为投资工具，中介人（如投
资顾问公司、担保公司）从企业收票
后，不急于出手，等有企业急需资金
时，再找渠道进行贴现。“所以，民间
票据市场相当发达。”陈磊告诉记者。

由于受“消减信贷规模票据业
务”的影响，当前的票据市场利率正
在持续走高。

6月 19日，据中国票据网的最
新显示，当前票据回购利率已达到
6.5%左右，票据转贴利率则高达
7.0%。
“据我熟悉的情况，在河南省农

村信用社的有些机构，所交易的票据
利率应该比中国票据网上显示的数
据要高，差不多逼近了历史位的最高
点。”陈磊说。

河南农信社
违规票据转贴现调查

帮助商业银行虚增信贷额度

本报记者 王静宇/文
尽管“中国宝安石墨烯调查”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比黄金

还贵 10倍”的石墨烯，依旧受到国内外众多企业热捧。
6月 14日，诺基亚宣称，石墨烯将取代硅成为电子产品新

材料来改变未来电子科技行业。同一天，金路集团高调宣布，
其投入 1500万元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
化方面合作将全面展开，受此影响，第二天金路集团股价无量
涨停。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内企业
要想从事石墨烯产品的生产，除了下游市场开拓以及前期资
金投入等问题之外，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技术壁垒。而企业要
想通过“独立自主”研发去突破这些技术上的壁垒难度很大。
“要么掏钱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要么与实力很强的科

研机构院所进行合作。”一位资深化工行业专家告诉记者。

中国宝安遭深交所通报批评

自去年 10月份石墨烯制备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国
内证券市场便刮起一阵炒作石墨烯概念的旋风。

从今年 1月下旬开始至 6月上旬，中国宝安、方大炭素、
中钢吉炭和南风化工等 4家涉及石墨烯概念的上市公司，股
价出现轮番飙涨。此间，仅这 4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经上涨
累计超过 200亿元。

其中，南风化工之所以受到市场的关注，原因在于有消息
显示，公司曾在 2001年与清华大学合资成立了一家名为“南
风-清华粉体产业化工程中心”的科研机构，而这个机构号称
已经具备了 15kg每小时碳纳米管的批量生产技术，目前已经
形成了日产 360公斤、年产 120吨、纯度高达 80%以上的多壁
纳米管生产能力。

据记者采访了解，石墨烯产品从最早提出到目前已经经
历了 2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国内的主要科研院所已经进行
了多年的研究，并且已经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授权。面对这种情
况，作为后来跟进者，要想从事石墨烯方面的研究，很难绕开
这些专利所构成的壁垒。

企业如果揠苗助长，最终会被市场识破。
今年 1月 20 日，中国宝安曾发布公告称，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深圳贝瑞特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原有石墨技术
的基础之上，已经开始了石墨烯的研发和产业化攻关，称“目
前已经完成石墨烯制备工艺的小试，正在进行中试，并且已经
提交了该产品相关技术的发明专利。”

而 6月 15日中国宝安发布公告：“对于公众因贝特瑞网
站披露‘拥有石墨矿产资源’的信息而产生的误解，本公司在
此表示歉意”。

中国宝安在 6月 15日的这份公告中披露，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为，中国宝安子公司贝特瑞网站上曾有“贝特瑞拥有近
2.68亿吨储量、适合于锂离子二次电池用的优质石墨矿产资
源，可以确保原料供给稳定、持续”的陈述。而中国宝安以公告
形式披露公司目前没有石墨矿。在是否拥有石墨矿的问题上，
中国宝安表述和贝特瑞网站上的表述不一致。中国宝安没有
对子公司贝特瑞对外披露的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和严格审查，
造成公司股价异动，市场影响恶劣。

深圳证监局认为，中国宝安在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接待方
面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对子公司网站刊登信息把关不严；其
二，接待投资者调研工作不规范；其三，未及时关注媒体对公
司的报道。

为此，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中国宝安提出通报批评，并对相
关责任人中国宝安营运总裁贺德华、营运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娄兵分别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中国宝安在公告中称：“这次持续几个月被媒体轮番报
道，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是本公司上市 20年来第一次遇
到。”

6月 16 日，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也发布公告，对其证券分
析师关于中国宝安的石墨烯研究报告误导公众表示歉意。

规模化生产有待时日

“在行业内，只要归属为石墨烯概念股的产品，也被看成
是石墨烯的附属产品，依然被炒得火热，这其中就包括碳纳米
管。”上述资深化工行业专家告诉记者。

他说：“现在一克石墨烯卖到 5000元，是黄金价格的十多
倍。不过将这种产品生产出来并不容易，国内尚无上市公司生
产石墨烯，而号称国内首家从事石墨烯生产的厦门凯纳石墨
技术有限公司，年产量也仅为 20到 30克。还有一家南京先丰
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也称能生产石墨烯。”

与此同时，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也宣称，该公司
是国内首家从事石墨烯微片及石墨烯生产的新兴专业化高科
技企业，公司对外宣称的产能也达到了年产 100吨。

如果这样的产能和实际价格都成立，那么这个乘积显然
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事实远非如此。

就这一问题记者于 6月 17日联系采访了厦门凯纳石墨
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方崇卿表示，公司目前主
要生产的产品并非石墨烯而是石墨烯微片，这其中的区别在
于石墨烯是单层碳的石墨，而石墨烯微片则是多层碳的石墨。
“目前国际上量产石墨烯相关产品的企业，多为石墨烯微片生
产企业。”

对于目前国内在石墨烯方面的实际生产，方崇卿认为，目
前石墨烯的实验室制备已经成熟，供应科研需要应该没有问
题。
“然而，想要真正形成实际产能，尤其是大批量制备出性

能稳定可靠的石墨烯，使其各项性能指标及价格均能满足下
游企业及市场要求，仍需要上下游不同企业之间良好的互动
与合作。”方崇卿表示。
“石墨烯及其相关产品的开发成功，需要资本、技术、政

策、人才及多种因素的合力。”方崇卿告诉记者。
上述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现在还没有能够阻止石墨

烯产品研发以及应用所产生污染对人体有害物质的解决办
法，企业大规模地对石墨烯产品进行上马，从长期来看对人体
健康损害是很严重的。”

某位从事石墨烯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研发生产
工人都有特定的工作服，然而即便是这种工作服，对降低石墨
烯对人体伤害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方崇卿最后表示，石墨烯是一种可能颠覆人类生活的产
品，几乎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但目前全世界的石墨烯生产方
面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无法实现石墨烯规模化生产。

目前国内企业要想从事石墨烯产品

的生产，除了下游市场开拓以及前期资金

投入等问题之外，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技

术壁垒。而企业要想通过“独立自主”研发

去突破这些技术上的壁垒难度很大。

票据贴现是指资金的需求者，将自己手中未到期的商业票据、银行承
兑票据或短期债券向银行或贴现公司要求变成现款，银行或贴现公司收
进这些未到期的票据或短期债券，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日至到期日的利
息后付给现款，到票据到期时再向出票人收款。

一般而言，票据贴现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
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出卖给贴现银行，以便提

前取得现款。一般工商企业向银行办理的票据贴现就属于这一种；
转贴现是指银行以贴现购得的没有到期的票据向其他商业银行所作

的票据转让，转贴现一般是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一种方式；
再贴现是指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向人民银行的贴现，通

过转让汇票取得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行为。再贴现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信用
业务，是中央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而运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河南省农村信用联

社下属一些农信社分支

机构，由于没有对本单

位会计处理系统方式进

行改革，利用老的会计

记账方式，以帮助某些银

行从事“消减信贷规模”

为目的，进行违规“票据

转贴现业务”操作。其结

果是，一方面致使某些商

业银行的票据业务处于

停滞状态，从而获得更大

的信贷额度；另一方面也

加剧了票据市场利率急

剧上升。

名词解释

证券市场热炒概念

石墨烯“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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