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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李金玲

谁都不会想到，这位当地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会跑掉。在山
东 A 城，李涛（化名）虽年纪轻轻，却是当地数得着的名人。出
名，并不单单是他经营的家具公司生意红火、家大业大，更因为
他平素没有一点老板的架子，不仅为人坦诚，还是个出了名的
孝子。

可他还是跑了。为了逃脱 1000多万的“高利贷”，李涛夫妇
毅然撇下 70多岁的老父亲选择了“跑路”。这下，彻彻底底当了
一回“名人”。

李涛夫妇消失的第二天，那家他苦心经营了二十年、每天
都亲自坐镇的家具厂顿时被抢劫一空。

艰难创业

高中毕业后，李涛不喜欢朝九晚五上班，于是开始自己创
业。最早，他买过蚕丝。将丝厂淘来的废旧丝线整理出来，再卖
给丝厂。后来自己学习手工编网，再后来在自家仅有的几间毛
坯房里置办了机器，开始织毛衣。

那几年，在李涛的生活中，是终日咔嚓咔嚓织机的声音和
满屋子机油的味道。每天，他都会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带上
织好的毛衣送去卖。风雨无阻。

上世纪 80年代，手中有了点积蓄，李涛又开始琢磨新的
“业务”。当时 A城上上下下流行做沙发。本钱小，利润高，只要
不压货就能赚钱。这让李涛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梦想。

他从乡下招来几名年轻的小伙子，从市场上买来样品，外
观打量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拆。从上到下，由里到外，把原本完
好的沙发大卸八块。拆完了，李涛再把它原样做好。

如此反复，李涛便摸到了些技巧。甚至后来，为了节约从别
人那进沙发架的成本，他开始自己买木头用电锯“下料”。有一
次，因为太专注于一块木材线条的完美，他差点被电锯割伤。

渐渐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李涛还自己设计了多个款式，并
尝试雇人裁剪沙发套，产品得到了延伸，一套下来能多赚几十
块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别人家的沙发压货都很严重，
只有李涛家的货一套都不剩。慕名前来订货的一拨接一拨。

说起那段岁月，李涛的脸上总是写满自豪。“苦是苦了点，
但是心里觉得有奔头。”

扩大规模

李涛逐渐成了当地标榜的对象。在乡亲们的眼中，小伙不
仅生意上有想法、能吃苦，生活上更是孝顺有加。隔三差五，李
涛都会割上二斤羊肉或买上几个小菜，陪父亲喝上一壶。但生
意上的难处，他从不开口向父母诉苦。

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已经渐渐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李涛决
定建厂。

征得了村委会的同意，李涛拿出前几年苦心经营攒下的几
万块钱，在村南边搭建起了厂房。一年后，厂子慢慢走上正轨，
无论春夏秋冬，路过李涛工厂大门的人都会看到他和工人们热
火朝天的干劲儿。没多久，工厂配上了运输车，再后来，李涛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展厅。

此时，之前那些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在经历了一番生死挣
扎后，已经死掉多半。留下来的，也都在积蓄能量。有市场就有
竞争，为了买到款式新颖的样品，李涛亲自跑广州深圳等地多
个市场。并最先引进了当时流行的联邦椅销售，最后他也是第
一个在当地自产自销联邦椅。

制造联邦椅需要特定的木材，每次去外地进货李涛都亲自
跟车，生怕员工看走了眼。有一次，厂里烘烤木头的炉子失火
了，把正在烘烤的一锅上等木材烧的一干二净，损失了几万块
钱。心疼的同时，李涛注意到必须要加强管理。于是配备了消防
器材，禁止厂内吸烟等规定，并做到赏罚分明。从此，再没有发
生过类似事件。

彻底毁灭

人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多年来，李涛的事业顺风顺水，住
上楼房、开上宝马，但是陪老父亲喝酒聊天的次数却在慢慢变
少。取而代之的是，每日生意场上推杯换盏的应酬。

2008年金融危机，李涛低估了这场冲击。整个市场的萧条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寒冷。但习惯了“定能开天辟地”、永不言
败的李涛决定在这个时候继续投资扩大生产规模。

展厅里的货每日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外出送货的车辆也停
摆在厂区。急于扩建新厂房的李涛资金难以周转。怎么办？李
涛首先想到的是银行贷款。

于是，他将自己的房子、原有的厂房抵押，从银行贷款 50
万，完成了新厂区的建设。恰好此时有几批货款追要回来了，李
涛如期还上了这 50万元。

尝到甜头的李涛开始动用身边的亲友关系，以他们的名义
申请银行贷款，每笔分别 30万、50万不等。

生意场上风水轮流转。李涛新的扩张并没有如他所愿红红
火火，而是接二连三地栽跟头。新厂房建成不久便倒塌，将正在
下面生产的几名工人砸伤。手术、住院、赔偿，让李涛感觉坠入
了深渊。

只是他依然没有“破罐子破摔”。筹钱，建厂。并且，重新选
了另一块地盖厂房。拿什么盖？当然是钱。

不知从何时起，李涛生意场上多了些新朋友。有的，是同他
一样苦于寻找资金的企业老板；有的，是财大气粗的更大的老
板。

没过多久，新厂房盖起来了，生产也恢复了，大家眼中习惯
了送货的大车也开始陆陆续续忙碌起来。

直到李涛忽然失踪，人们才恍然：难道这些仅是表象而已？
几百万的材料款、村里乡亲们借给他的（承诺高利息）、担保公
司的，还有亲戚朋友帮他贷款筹来的钱……谁都不敢想象，会
有这么多。

也许，李涛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悄悄地走了，留下年迈
的老父亲独自过活。

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那些被“高利息、高回报”这个美丽的
童话伤害的人们，又有几家欢喜几家愁？

一个实业老板的
“跑路”史

安阳非法融资崩盘危局
2012年第一天。清晨。街边卖早

点的小贩很早就收了摊儿。安阳市
的大街小巷如往常一样，打算迎接
新年假期带来的愉悦。但接下来几
小时发生的事情，立即打破了这份
宁和安详。

1 月 1 日上午，微博开始传出消
息和图片，“安阳大批市民今天上午
进行集体散步，地点从火车站到人
民公园。”网传近万人聚集。当地传
言，事件是由于安阳几家大的投资
担保公司突然集体跑路而引发。

近几年，民间借贷颇有“全民参
与”的趋势。自温州“跑路”事件以
来，各地非法融资过后的“后遗症”
随着“年关”的到来逐渐显现。这种
情况下一旦崩盘，对当地民众便是
毁灭性的打击。

安阳事件

在龙安区工作组的一位名为网
友发微博称：“2012 年元旦，新年第
一天，安阳市爆发大规模非法集资
群众聚集事件，在文化宫火车站一
带大量群众聚集致交通瘫痪。安阳
市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民警到现场
维持秩序，部分人员冲击我国交通
大动脉京广铁路被拘，目前形势已
基本稳定。”

据网友透露，部分安阳市民前一
天晚上通过 QQ 群的方式网络串联，
QQ 群在 2011 年集资案发时已建
立。事后，《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到
上述网友，几位均以“不敢接受记者
采访”为由拒绝了采访。

1月 2 日，安阳市有关部门向市
民手机推送了政府紧急短信，内容
与发生于此前 1 天，即 2012 年元旦
的“群众聚集事件”有关。该信息显
示，13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均为参与
当天事件的安阳市民）因“挑头堵
路、冲击铁路”被安阳市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另有其它 8 名违法人
员因“恶意煽动、串联”被行政拘留。

1 月 2 日出版的安阳市委机关
报《安阳日报》以《全力以赴做好稳
控工作，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损失》
为题，回顾了安阳市委书记张广智、
安阳市市长张笑东等人对此事的总
结。

记者通过百度与事件相关的新
闻链接和论坛，发现很多涉及“安阳
群体事件”的页面都被删除或无法
打开。其中包括大河论坛。
《中国企业报》记者辗转联系到

一家涉及安阳非法集资的担保公
司。对方在电话中表现非常谨慎，表
示已经得到“上面”的通知，对元旦
非法集资聚众事件所有相关的内
容，对外都要“统一口径”。对方表
示，政府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过段
时间肯定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到
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记者从安阳市政府新闻办官方
微博上发现，该微博自始至终都没
有对此事发布及更新。1 月 6 日下

午，《中国企业报》记者拨打了安阳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俊英的电
话，对方以开会以及不负责此事为
由拒绝接受采访。

美丽的骗局

据传，安阳集资案涉案企业 40
家以上，涉案金额保守估计在 200
亿以上，牵涉到安阳市区（不含郊
县）至少 1/5的家庭。

听到这组数据，安阳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张俊英匆匆挂断了与记者
的通话。

目前具体跑了多少家担保公司，
涉及多少资金，安阳市参与投资的
市民到底遭受多少损失，现在尚无
具体消息。据悉，安阳市公安局正对
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加紧调查取证。

对于此前“担保公司突然集体跑
掉，一下子卷走接近 400 亿资金”的
消息，1月 2日，安阳市委宣传部工
作人员澄清，不是安阳的投资担保
公司集体逃跑，而是外地投资担保
公司在安阳非法融资，被央视等媒
体曝光后先后逃跑。

据了解，7月至今，安阳已有多
名借贷老板“跑路”，进入 10 月之
后，安阳民间借贷频现危机，当地政
府着手处置，并成立了“处置办”应
对。

据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已有安阳
子轩房地产开发公司等 40 多家本
地和外地借贷企业被列入非法集资
黑名单，海量涉案金额已难统计。安
阳市有关部门已经对不下 10 家借
贷企业进行了刑事立案。

不久前安阳市政府发出的“防范
和打击非法集资有关事宜的紧急通
知”中，就将担保公司、典当行、房地
产公司、投资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等
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安阳民间融
资由来已久。10年前就曾爆发了华
通公司非法集资案。据媒体报道，跟
现在的模式如出一辙，加上安阳贞
元、超越集团两家企业 10 多年对民
间融资市场的浸淫，安阳土地上的
资金流转方式便越来越“灵活”。

安阳民间借贷几乎呈现公开状
态，当地放贷者称，曾有房地产公司
在市区设立了六七个接待处公开收
钱。而安阳民间融资更是全民参与，
包括商贩、公务员、退休职工等各类
人群，少则数万元，多则不下百万，
尤以女性和老年人最多。

从 10月 8日至今，河南省安阳
市各区县的信访大厅人头攒动，男
女老少在这里逐一登记自己借出资
金的金额和去向。传销式融资加上
实体的空转，还有一个个童话般的
骗局，铸就了安阳民间金融雪崩。

各地民间借贷火爆

事实上，安阳爆发的非法集资聚
众事件只是民间借贷纠纷的一个缩
影。《中国企业报》记者连日采访获
悉，自去年以来，山东青岛、淄博、邹

平等地民间借贷异常火爆。“邹平已
经开始崩盘了。”一位参与过集资放
贷的人士向记者透露。
随着“年关”到来，由民间借贷引

发的纠纷和追债风波也频频发生。
上述人士表示，“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高利贷，放贷公司本身并不承
担多大风险，所有的风险大都转嫁
给了资金拥有者。”
据介绍，高利贷“水深的很”，放

贷的人各自的操作手法不尽相同。
据了解，现在出事的都是那种风险
性最大的民间拆借，而且具有“全民
参与”的特征，这种情况下一旦崩盘
就是对当地民众的毁灭性打击。
山东潍坊、淄博、邹平等地都出

现了“跑路”的企业老板，留下的是
悲恨交加的父老乡亲。
业内人士提醒，合法的借贷关系

受法律保护，而非法集资则须谨慎
防范。“非法集资主要是利用人们渴
望致富的心理，以短期内高额回报
为诱饵，诱骗人们进行投资，骗取投
资者钱财、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非法
犯罪行为。”

自称“泰山”的网友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利贷的形

成关键在于金融垄断和行政对利率
市场的干预，是普通百姓为了保护
其过去劳动不被掠夺的过程。不过
事实上，真正的普通的老百姓并没
有几个会参与这种借贷，大多数都
是既得利益者的作为，一种有力量
和有意识规避政府管制行为的自发
行动。

这位网友一针见血：理论而言毛
利 25豫是制造企业的正常经营行
为，即民间高利贷疯狂的时代就是
企业为了维持生存的时代，纯粹为
了生存。而许多地方的金融业借助
官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量信贷进
入高利贷行业，以公谋私，也可能是
金融全国一盘棋，小地方金融资源
向大地方流动。
“政府压低存款利率、高财政支

出引发通胀、管制金融业，中西利率
差和增长差距，导致了中国畸形的
高利贷市场。其中最关键的关键就
是官府对金融业的极度控制和渗
透，高利贷其实也是官府的渗透才
会发生的行为。而高利贷也是中国
经济的指标之一，至少说明企业为
了活命而活命，根本谈不上发展。”
上述网友表示。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从企业到钱庄，从担保公司、典
当公司，再到投资公司，以公开、半公
开形式生存的“温州模式”配套金融，
已然在各地疯狂复制。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已经达到

1000亿的规模，银行达到这个规模就
不得了，不过我估计温州也没有哪家
银行能达到这个规模的。”温州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周德文曾这
样说，据周德文掌握的最新温州资本
投资规模，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大约
有 1.5万亿，投资在流动资产上的却
有八千亿到一万亿。

疯狂融资放大社会风险

温州 GDP占全国总量不到 1%，
但却拥有超过 40万家企业（多数为
小型企业），这些企业高度依赖民间
借贷市场融资。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
一项调查显示，温州近 90%的家庭和
60%的企业都参与民间借贷市场。
高利贷产业链条环节涉及人数

多，一笔 20亿元的资金链条要涉及
2000人左右，涉及家庭人数众多。
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曾

在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邮件中指
出，人民银行于 2004年的相同调查

显示当时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 420
亿元。有估算认为，温州的民间借贷
规模可能与正规银行信贷规模不相
上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民间借贷
总额将达 5000亿元左右。
有相当部分人认为，收紧的货币

政策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被称
之为“货币政策论”。另有观点却认
为，货币政策收紧并非最主要原因。

专家认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中小企
业融资需求的迅速增加，而多种因素造
成的中小企业融资供给能力提高有限，
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表现为“债权融资”
缺口与“股权融资”缺口并存，其中，“债
权融资”缺口加大尤为严重。
在当前高通胀并且通胀预期较

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原材料成
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和融资成本
均大幅度上涨。这直接导致了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需求的增长。同时，由于
市场原因中小企业很难将通胀带来
的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产业链的上
下游和消费者，造成企业的赢利水
平、内部积累和内源融资能力受到严
重影响，并由此相应地增加了其对外
源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的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
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并没有明显
增加。金融创新不足也限制了金融系

统对中小企业融资供给能力的提高。

中小企业需要政府支持

2011年，疯狂融资过后是什么？
是一个接一个老板跑路，一个又一个
家庭希望的破灭。

仅 2011年 4月，温州就有多位老
板跑路。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
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因参与大额赌
博，欠下巨额赌资出逃。原温州波特
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
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
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
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
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

6月初，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估计
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6月中旬，位
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
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 7000万巨债
无法偿还。

7月，瑞安的恒茂鞋业老板虞正
林出逃；7月底，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
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
出走，据记者了解其参股一家担保公
司，涉及资金约一亿。

8月 24日，位于温州瓯海区的锦
潮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某失踪，原因
可能是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了

问题；8月 29日，位于温州鹿城区的
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传言
老板戴某因欠巨债潜逃；8月 31日，
永嘉县温州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老板
吴伟华失踪。

2011年 9月，包括中秋节期间，
温州跑路的老板举不胜举。

9月 25日，温州龙湾泰尔铜业老
板跑路；温州五洲轧钢厂老板跑路；
温州综艺鞋业老板跑路。

9月 27日下午，鞋都三期，美人
鱼鞋业老总从五楼跳下；

9月 28日，中国鞋都温州嘉甸鞋
业老板去向不明，门口站满供应商。

10月 6日，瑞安有人跑路，估计
牵涉 30个亿。
……
如何有效地减少借贷风险？在继

续发挥民间借贷历史作用的同时，又
可以引导其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

政府希望中小企业主动通过转
型完成蜕变，走出困境，但转型升级
需要时间，更需要金钱和政府支持。
所以，政府更要努力解决中小企业的
“融资难”。专家表示。解决中小企业
的“融资难”，不仅只是帮助他们脱
困，而且能增加就业、让更多的劳动
者获得收入，所以，这种扶持更是事
实意义上的“藏富于民”、“还利于
民”。

温州民间借贷模式的疯狂复制
李金玲

为了逃脱 1000多万的“高利
贷”，李涛夫妇撇下 70多岁的老父
亲“跑路”了。这下，彻彻底底当了

一回“名人”。

据传，安阳集资案涉案企业 40家以上，涉案金额保守估计在 200亿以上，
牵涉到安阳市区（不含郊县）至少 1/5的家庭。 CNS供图

投资担保公司集体“跑路”刺破致富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