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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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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志

“在美国买银行的事，我还是要把
它干成”，面对媒体的采访，林春平终于
承认自己“把没有的事说成有，这是有
欠缺的”。

让林春平名动天下的是，春节以
后“6000 万美元成功收购特拉华州破
产的大西洋银行”的消息曾被誉为传
奇之举，如今，这一消息被证实：所谓
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一事纯属子虚
乌有。
“我觉得把在美国有企业这件事说

得大一点，一是可以提高我自己的社会
地位；二是可以跟美国的主流社会、金
融精英接触，能够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论
坛，有利于自我发展；第三是今后如果
温州发展民营银行，我有机会能够介
入，可以插一脚”。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声，林春平坦然说，“我要总结经验教
训，我要反思”。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林春平此举
在于通过银行公信力扩大名气，吸引眼
球，从而达到吸收民间资金的目的。

“收购”信息忽悠数百媒体

据百度百科介绍，林春平“1970年
生，浙江省温州泽雅镇西岸乡小石洋村
人，经济硕士，中国春平集团董事长，旗
下有十多个子公司，业务广泛分布于
40多个国家，在新加坡等国获得了经
济学和金融法双硕士学位，深谙欧美金

融业规则”云云。
早在 2011年 12月 20日，温州双

频实业有限公司林春平在《温州商报》
头版刊登广告，“中国春平集团、英属维
尔京群岛春平国际金融控股集团因收
购美国某银行，需招聘高级翻译、银行
高级经理、副行长各 2名”的招聘启事，
其中说明应聘成功者便可获得“年薪 5
万—20万美金”在美国银行工作的机
会，“集团还将统一办理美国 L1签证，
三年后自动获得美国绿卡并可带家
属”。

今年 1月 5日，当地一家媒体随
后刊发题为《“春平”提供的美银行工作
机会令人心动》的报道，转引林春平的
话说，“这次我们共设了 6个岗位，目前
已经确定 2个岗位分别聘用目前在香
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温籍人才，他们分别
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目前总报
名人数达 18000人次”。另一家媒体甚
至宣称：“东方犹太人”抄了西方犹太人
的底，尤为煽情。林春平透露，他收购的
“美国大西洋银行”有 85年历史，位于
特拉华州，花费 6000万美元，更名为新
汇丰银行。

1月 30日，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在全省民营经济万
人大会上脱稿赞扬林春平，“温州有位
企业家林春平，收购了美国银行，了不
起。”第二天，林春平买下美国大西洋银
行的报道登上了《浙江日报》头版。

林春平对外介绍，美国大西洋银行
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破产，与控股方

接触初期，对方开价 6亿美元，经过两
年多与林春平的来往拉锯，最终接受了
林春平的报价———6000万美元，这是
一次近乎完美的收购。对于大西洋银行
的债务由谁承接，林春平只字未提。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在林春平

发布招聘启事之后的一个月里，浙江当
地至少 7 家媒体陆续发布 10 篇报道，
广州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四家报纸专
程赶往温州，分别对林春平的创业故
事、资本路径进行深入报道，但真正轰
动全国的是，今年元月 21日，一家国字
头的媒体使用特约记者的稿件对林“收
购”进行报道后，文章被推向各大门户
首页，网络、报纸、电视三位联动，钦佩
之声潮水般汹涌。国内外数百家媒体也
广泛转载，海外华人也惊叹不绝。

有评论称，“收购给我们的启示是，
国内中小金融机构要加快改革，不能把
它们‘逼’出去发展，否则就会有大规模
资金外流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其间林遂成为民
间金融新旗手般人物，被推荐为温州市
政协委员。

网友撕开“皇帝新装”

按照林春平的说法，全新的新汇丰
银行，以吸收小额存款，聚少成多，赚取
利息差价的盈利模式。按照林春平的设
想，用这种模式每年会赚取 500—600
万美元净利润。

（下转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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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新浪博客用户“培元 2012”发表博文《学
者：“贪婪的暴利”PK 银行家：“中国银行业利差偏
低”》，在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聚
焦点时，非常引人注目。

博文梳理了两种关于银行利润的观点，虽然作者
在文中没有对两种观点进行孰是孰非的判定，但是仍
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少网站予以转载。这两种观
点分别是：中国银行业很贪婪和中国银行业没有那么
贪婪。

其实关于银行暴利的争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今年似乎讨论得特别激烈。究其原因，一是 2011 年房
地产危机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担心银行业危机，二是在
两会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议政论政平台上，普通民众和
意见精英自然不会错过这个表达观点的机会。

一场理论 PK
2月 28日，一篇题为《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

期———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的评论引起了学界和
业界广泛注意，作者的身份是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评论称，2011 年，商业银行非银行利息不到
20%，换句话说，也就是银行利润的 80%以上来自利息
差。目前，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 3.5%，而贷款
利率为 6.56%，利差为 3 个百分点。只要有存款、有放
贷，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作者称，银行业目前面临着
“贪婪暴利的道德风险”、“虚拟经济的生存风险”、“
‘高利差’的舆论风险”、“国际竞争的弱化风险”和“‘分
配腐败’的政治风险”。这篇文章发表于两会召开前夕，
影响力甚大，甚至由此形成了一个声讨银行暴利的舆
论场。

在舆论的压力下，有银行家站出来反驳：中国银行
业的利差水平，大体是 2.5%左右，在世界上已经实现
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与他们相比，这个利差是偏低的，
或者是不高的。但银行家并没有解释他所谓的利差
2.5%是如何得出来。
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笔者找到一份银河证券 2011 年的报告，该报告指
出，从近 10 年的情况看，中国银行业净息差水平处于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净息差的低端，与印度银行
业的息差相似；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息差处于
适中水平，较美国、德国等低，略高于日本、瑞士等国
家。既然这样，民众为什么还对银行业的“低利差”痛心
疾首呢。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症结的所在逐渐水落石
出。

原来在欧美地区，银行通常是存款较少、贷款较
多，银行还会针对不同的客户情况进行内部处理和差
异化定价，这样就在基准利率之上有了足够空间来实
现更多利差收入。此外，在欧美、日本等地，金融市场产
品丰富，允许银行分业、混业经营，很多优质的公司并
不会过多地增加银行贷款负债，而是会选择发行企业
债券、短期票据等方式来获得资金。
原来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比较单一，其他金融

产品很不给力，所以银行只有靠放贷、吸企业的血来生
存。这样一来，企业的负担就会加重，用于创新、科研、
人事等方面的资金就会减少，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受
到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中国银行业的
利差水平达到欧美等国的高度，我国的实体经济将会
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这场争论，实质上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和虚拟

经济发展的问题。一个是“银行暴利论”，一个是“银行
利差不够论”，两方观点针锋相对，毫不相容。
也许企业家的亲身感受更具有说服力。全国人大

代表、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称，“全国商业银行系统
去年净利润 1.04 万亿，同比增长 36%，行业人均净利
润高出工业企业 12 倍……金融业的巨额利润来自于
金融业准入限制而带来的行业垄断，垄断阻断了银行
利率的市场化，使金融业对贷款经济体收取高额利息
及相关费用。”他还认为，高利差使金融业有不断放贷
的冲动，中国银行体系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推高了中
国物价、房价。
显然，孙耀志不是一家之言，这种论调在两会上似

乎成为实体经济的主流声音。

结果并不太重要

由于民意汹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多处提及解决
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困难的政策，其中包括“加大结
构性减税力度，重点支援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
业”、2012年中央将“安排 150亿元，支援 4000 多个项
目”等，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报告也给予了关
注和解决。可以预料，两会以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环境将会得到改善，贷款、融资的成本将会有所降低，
银行业也将进行金融改革。
银行到底是暴利，还是暴利不够？也许人们还要讨

论下去。这场交锋有助于人们对国情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们相信，争论的最终的目的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中国
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能够有所改善。
也许这次讨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民主，我们可以

看到，由于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及时了解
并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民主讨论的方式、自
由表达观点的权利，也许才是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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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钱之路

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 3年中有近 62.3%通
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融资难、融资贵，严重制
约着中小企业发展。

民贷之痛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另一方面是民间资本
投资渠道狭窄找不到出路，大量流向虚拟经济领域，
民间高利贷现象愈演愈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规金融渠道，防止民间金融的边
缘化尤为重要。

虚实之道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如同“皮”和“毛”，“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虚拟经济本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
但过度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就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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