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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李金玲

“我自己开了个小公司，最近想在北京发展需要贷款。”4
月 13日，记者以小企业经营者的身份来到了中国农业银行陶
然路支行。

在明确了记者所希望的贷款额度并不大时，原本热情的
工作人员似乎平静了许多，“要是以企业的形式贷款可以申请
贷款，但是成功率不高。”

企业贷款要以个人名义贷

在当今的市场上，小微企业发展总会遇到资金问题。而贷
款难，已经成为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总是会形成
一种银行愿意贷给资金相对充裕的大企业而不愿意贷给对贷
款如饥似渴的小微企业的矛盾，小微企业这个理论上的客户
总是与其实有放贷要求的银行无法实现顺利对接。

4月 员猿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抓紧落实并完善
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行业和地区
范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自“国九条”出台后，国务
院已多次围绕支持小微企业连续召开常务会议。政府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的决心和力度已经充分体现。而事实证明，提振经
济，实现全面振兴，不仅要有能走向世界的大企业，更要有遍
地开花、蓬勃成长的小微企业。

不少小微企业和专家认为，虽然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但受制于内外部环境制约因素，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小企业融
资难问题仍将持续凸显。

在记者采访中，该工作人员表达出了银行对于记者口中
企业所能提供相关材料的担忧，“因为有的中小企业或者是小
微企业并没有流水账，甚至没有经营账。财务非常不规范，经
营收入不在公司入账，这样的企业对于银行来说风险较高。我
建议你申请个人助业贷款吧，因为你申请的额度小，而且要是
以个人名义申请的话，只需要审查你个人的身份、信誉度等一
些程序就好了，简单得多，而且还快。要是以企业名义贷，审查
没有 3周肯定下不来。”
当问及企业贷和个人贷的利率各是多少的时候，该工作

人员称：“我们农行是根据客户的不同来定的，不同客户利率
不一样，最优惠的顾客可以享受到基金利率。”记者想问出具
体现在的利率上浮是多少，工作人员对此问题未回答。

虽然在上述银行没有得到利率的相关数据，记者在随后
的调查中还是有了答案。

在中国银行北京主语城支行，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个人贷款的利率为 5年以上利率上浮 10%，企业贷款基准利
率上浮 20%—30%。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中国银行以企业
贷，贷款人必须是主要股东之一，还要提供企业负债表等材
料。

而在兴业银行，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个人贷款的利率为
基准利率上浮 30%，企业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30%。
担保公司收取高额手续费

而银行为什么愿意让送上门来的“客户”选择个人贷款而
不是以企业身份贷款呢？
“小企业有的相关文件无法提供，审查时间长。而个人贷

方便、省时、省力。但是个人申请助业、个人商业等贷款选项的
时候，还是要出具公司相关文件，但是像流水、税务这些方面
的文件不再需要。”一位银行从业者向记者表示。

在采访过程中，有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一些银行
在做企业贷款或者个人贷款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担保公司作
担保，而这些担保公司收取的手续费往往很高。”
“中小企业申请贷款的时候，很少有企业会直接去找银

行。而银行的客户大多数都是由担保公司推荐的，银行只要等
着就行了。有的银行进行贷款的时候一般都要担保公司参与，
这样银行就会省下一些放贷成本，别看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利
率上浮程度相对较高，但其贷款程序复杂、审查繁琐，同时风
险也不低，所以有时对银行来说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一
位银行从业者进一步向记者表示。
“因为这些原因，一些银行会不允许贷款人或企业提前还

款，如提前还款，还要收取一定量的违约金。”上述人士说。
对于此问题，相关人士指出，首先，中小企业经营不确定

性大、破产率高，导致借贷风险性大，并且目前我国没有一个
完善的企业征信系统，银行采集信息的渠道不多、不畅，导致
征信成本太高，或者根本无法做出信用判断；其次，银行对中
小企业的信息收集、调研、分析、决策的费用通常是大企业的
好几倍，受制于人力等资源成本，银行信贷向大企业倾斜是必
然的。

小微企业缺乏银行贷款所需数据

而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不少小微企业对银行专门为中小
企业设置的贷款产品并不了解，很多企业为此错失了融资的
机会。而在某家银行的中小企业部，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一
些“身家”只在几百万元的小型企业反而不敢申请银行贷款，
“我们几乎没有收到这类企业的申请，他们多持观望态度。”

广州山益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程车轮胎为主要
经营产品的企业。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银行贷款成本不低，
很多都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 30%—50%，加上担保等贷款费
用，某些银行贷款总成本已经到 13%左右。融资压力对很多企
业是不可承受之重。

事实上，银行也有困惑。“我们不是不想贷款给小微企业，
而是符合贷款标准的小微企业比较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

而上述人士的说法，也是很多银行遇到的苦恼。“我到东
莞去调研，问当地银行行长‘小企业融资难吗’，他说小企业融
资不难，难在找不到合格的小企业。”银监局相关负责人曾这
样说。

据了解，曾有机构对小微企业聚集的东莞进行过调查。这
份对东莞地区几万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40%的小企
业有合格的融资条件，即有完整的财务报表、清晰的信息披露
以及完善的盈利和纳税记录，而其余 60%左右的中小企业并
没有数据。

小微企业贷款
难在信息不对称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记者 李梦雪

330万元监测设备神秘数据从未公开
绵延开来的香樟树郁郁葱葱，能

让刚刚从北方到来的客人彻底忘记
旅途的疲惫。嘉兴，这座拥有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记者却听到了
她微微的啜泣声。

近十万城北人，每日交织穿梭在
大大小小的化工厂、橡胶厂和造纸厂
之间，他们渴望呼吸一口纯净的空
气，喝上一口甜美的家乡水。

但是这些早已成了奢望。一个又
一个企业，一条又一条生产线，让这
座秀美的城市不堪重负。据了解，浙
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早

项目设立于 1999年，2000年投产，其
它还有大的企业，如东方钢帘线、韩
泰轮胎、晓星氨纶、晓星化纤等企业。

嘉兴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单日最多投诉信
访多达 30多起，单就禾欣股份投诉
单日最多达到十多起。

为了更好地监督企业排放废气
的情况，推进重点废气企业废气在
线监控设施建设，2011 年 11 月，嘉
兴市环保局投入 330 万元从欧洲引
进并建立了市区北部大气特征污染
因子自动监测站，24 小时全天候监
控。

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大手笔的

投入过后，市民却从未见到过这些神
秘的监测数据。

4月 16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了位于城北穆糊公园的这座空气
自动监测站。门已上锁，从外面可以
隐约听见里面机器运转的轰轰声，但
无法看到里面的监测数据。
“每天都有监测，只是我们现在

还在对数据进行前期比对，应该很快
就会公布。”环保局一位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由于这套设备运行产生的很
多数据没有国家标准，所以很多数据
无法确认是否超标。

嘉兴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马
哲峰表示，对于恶臭污染物的排放监

测，他们也感到为难。“有时候闻到
了，监测到了，但是却说不好是哪一
家排的。气体跟其它污染物不同，这
一点不太好区分和认定究竟是哪一
家。”

马哲峰还表示，按照国家规定，
对企业的执法监测必须保证 4 次连
续 8个小时以上的监测才算。“所以，
这项工作做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
的。”

重金购置了先进设备，如今却孤
零零地遥望着不远处正在排放的烟
囱。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推进并
制定科学的标准，还百姓一个清楚明
白的答案。

近日，不断有网友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爆料，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禾欣股份”）及其
旗下的控股子公司禾欣可乐丽超排
偷排严重，当地环保部门却未对其开
具罚单。

4月 15日，记者前往嘉兴实地调
查，发现该公司位于嘉兴城北经济开
发区，周围有多个居民区及学校，废
气排放污染严重。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于 2010年 1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禾欣股份”，代
码“002343”。其注册资本为 7406万
元，资产总额约 7.5亿元。现拥有 8条
湿法、8条干法 PU 合成革生产线，其
产品覆盖 PU 合成革整个产业链，具
有年产 PU 合成革 2350 万米的生产
能力。

据其官网显示，禾欣股份的客户
多为国内外著名品牌企业，包括耐
克、阿迪达斯、纽百伦等国际知名企
业。

致命的毒气

4月 1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
到禾欣股份，在厂区周围明显地闻到
了一股股怪怪的、刺鼻的臭味儿。同
车的沈先生和李先生告诉记者，当地
人已忍受多年了。几秒钟后，他们几
乎同时喊出：“这个味道是禾欣的！”
对于附近多家化工厂排出的气体，他
们早已能够通过嗅觉分辨出“这是哪
家的味道”。

家住附近的石女士皱紧眉头向
记者表示，大概下午 5点以后这种气
味就特别明显了，晚上根本不敢开
窗，即使关闭门窗都会从门缝里钻进
来。“呛得很！”
记者走访了二环北路以北的几

个小区，紫溪社区、阳光社区、禾城世
纪和中楠公寓的多位业主反映，“我
们这几个社区周围，这种味道闻起来
最为明显。”

在距离禾欣股份不到一公里的
地方是一所小学，约有 1500名孩子。
再不远处，是秀洲中学高中部，约
2500名师生。“每天呼吸这样的空气，
真的很可怕。”沈先生告诉记者，想到
今后自己的孩子要在这样的环境中
成长，心情都会很沉重。
据了解，禾欣股份生产的干湿法

PU革基布、PU树脂、PU色料、聚氨酯
合成革、高档超纤皮面料、绒面超纤
等产品，所排放的气体主要是二甲基
甲酰胺。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企业环

境监管记录显示，2010 年 10 月 27
日，浙江禾欣实业集团公司西厂界检
测到二甲基甲酰胺为 6.37，而国家标
准是 0.4，已属严重超标。
但是，当地环保部门却未对这样

的违法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
对此，嘉兴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

人马哲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由于该监测为北部环境质量废气调
查监测，而不是执法监测，检测报告
中二甲基甲酰胺指标无执行标准，也
无结论评价，因此，用于处罚不符合
法律程序。

4月 15日晚，记者试图以居民身
份进入禾欣股份旗下的禾欣可乐丽
公司，但对方以晚上停产为由拒绝了
“居民”监督的请求。但据上述老员工
透露，“停产”实际上是在“洗槽”，所
以才会“臭”。

次日，在当地环保部门的陪同
下，《中国企业报》记者走进了禾欣

股份生产基地，看到了施工人员正
在更换污水池上方的遮阳板，以更
为密封的材料保障浓浓的气味不易
扩散。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居民心中的

“罪魁祸首”应该就是这个污水池，他
们正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密封，以降
低气味扩散。
该企业负责人还向记者介绍，公

司投入 150多万元购置了 VOCs在线
监测系统，用于 24小时自动废气处
理。

在企业生产车间门口，记者还看
到粗大的风帘管道，竖直排风以阻止
有毒气体外流，同时，另一部分风口

将清洁空气引至车间。但记者在生产
车间依然能闻到刺鼻的味道，有的工
人在操作时也没有严格戴防毒面具，
甚至在运转的机器旁记者还见到了
正在吃午饭的几名工人。

上述老员工向记者透露，“厂里
多数员工都来自外地，进厂之前必
须要查体，转氨酶不超过 80才能进
厂，3个月之后再查，如果转氨酶高
了的话就不让干了，等正常了再
来。”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姚欣也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承认，企业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原
材料中含有的 DMF溶液的确对人的
肝功能有损害。据另一位员工透露，
在该厂工作的员工曾在嘉兴二院做
肝功能检查，十几个人肝功能损害都
较为严重。

据禾欣股份的老员工透露，2000
年和 2003年期间，分别有几名员工蹊
跷死亡。姚欣承认确有此事，但当记
者问到是否与生产中的有毒气体有
关时，姚欣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另一
位在座的工程师则情绪激动，试图打
断记者的采访。

对此，记者将继续跟踪调查。

工业园里的居民区

禾欣股份位
于嘉兴市区城北
区块，其区域范围
主要为东至长纤
塘、南至中环北
路、西至城北路、
北至新 320 国道
几条道路所辖范
围，面积为 10.7平
方公里，其中在
5.3 平方公里内聚
集了大量的制造
企业，并于 2004
年左右建成。

2000年左右，
在工业园区内陆
续建成十几个住宅区。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工业园区与居民住宅区混建在
一起是不合法的。

面对市民多次投诉，当地市领导
曾表示“规划失误”，但之后并没有重
新评估等具体措施。

据了解，当初工业区设立时当地
经济还没有如此发达，周边也没有什
么居民区，但随着近几年城北区域成
为嘉兴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
的社区建设也在加快推进，阳光小
区、紫溪花园、禾城世纪花园等小区
陆续开工建设。

由于工业区和生活区规划的不
合理以及环境容量等因素的制约，周
围小区居民的投诉不断。

引发矛盾逐步升级的另一个原
因是，近几年驻扎在工业园区内的这
些污染企业生产能力逐步加强，随
后，二期、三期扩建改造项目分别提
上日程。

以禾欣股份为例。2010年 3月，
禾欣股份发布公告，控股子公司禾欣
可乐丽超纤皮（嘉兴）有限公司超细
纤维合成革扩能改造项目总投资
9000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计划，2010 年 3—6 月厂房
设计，土建施工 12月前完成。2010年
年底配套设备逐步进场，分阶段安
装，电力、公用设备、公用管道等 2011
年 2 月完成对接，主设备计划 2011

年 4 月前完成安装调试，5 月投料试
生产。

（下转第十一版）

耐克供货商废气超标 16倍

本报记者 李金玲

一名员工戴防毒面具在作业 本报记者 李金玲/摄

被化工厂包围的居民区

嘉兴大大小

小有十几家上市

公司，但是这些

公司却没能给嘉

兴人带来任何自

豪感。地方保护

主义对污染大户

的宽容甚至放

纵，让嘉兴人一

次又一次失望。

废气可致肝肾损伤，十多名员工损伤严重，公司扩建项目遭周边居民签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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