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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年销售额 6000多万元的大
型专营客车销售公司———山西今诚

汽贸有限公司 （化名，以下简称今

诚汽贸） 目前已经陷入全面瘫痪。

2010 年 3月 6 日，公安局将公司账
目档案及重要空白文书扣留，至今，

案件仍在侦查中，企业无法继续经

营。

1月 25日，站在已经破败不堪的
办公楼里，今诚汽贸总经理李某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整个这层

楼都是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前面是展

厅，院子里是修理车间。原来这里可

热闹了，来买客车的都是一家子，大

人孩子的一群，欢天喜地的。”他痛苦

地看了一眼铭牌还在、大门紧锁的总

经理室，“我没带钥匙，算了，不进去

了。”

祸起贷款

从曾经的企业家变成如今举债

度日的穷汉，已经立项报批的土地如

今被迫闲置、命运未卜，本来红红火

火的公司却被查封面临倒闭，全部家

庭财产被冻结，全家人被迫东躲西

藏、有家不敢回……在李某看来，他

这一切噩梦均始于两笔共 2500万元
的贷款。

《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了一块

刚刚搭起两处建筑框架的空置土地

处。尽管已经接近失明，但李某仍然

竭尽全力地看清眼前这一切：“就是

这块地，现在已经停工两年多了。”

李某告诉记者，创建于 2002年
的今诚汽贸是当地首家大客车经销

企业，因为抓住了市场机遇，公司发

展一直很快，平均每年销售额都在

6000到 7000万元。2007年，为了拓
展业务，今诚汽贸又在当地一级路旁

购买了 70亩土地，准备兴建一家主
营大客车销售、检测及售后维修业务

的汽贸中心。今诚汽贸将项目上报，

经发改委立项审批后，2009年 9月今
诚汽贸与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成交确

认书为 69.57亩，并于 2010年元月办
理了土地使用权证。

与此同时，今诚汽贸也面临 2400
万元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此前，今诚

汽贸为补偿和平整土地已经投入大

量资金，因此资金链有些紧张。这时，

李某决定通过朋友向农村信用联社

贷款，而这个朋友正是时任信用联社

主任的亲侄子芦某，当时，芦某是农

村信用联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李某回忆说：他被芦某带到了其

亲姑姑、时任农村信用联社主任（现

任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郭某的办公

室，洽谈了贷款一事。

为了能顺利贷到款，李某又与芦

某签订了转让协议，将自己妻子名下

的今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化名，以

下简称今通汽贸）过户给芦某之妻贾

某，重新进行独立核算，并将每年 300
台长途客车的销售业务一并转送给

贾某，仅此一项业务每年利润就在

300万元以上。此外，今诚汽贸还要再
为今通汽贸注资 300 万元作为前期
的流转资金，这样，贷款就以今通汽

贸名义取得，然后，今通汽贸再以入

股及合作的形式，将所贷来的款项投

资给今诚汽贸，用于缴纳土地出让

金。

至此，今通汽贸顺利从农村信用

联社贷到两笔共 2500万元款，之后
向今诚汽贸投资共计 2100万，而芦
某又分多次从李某手里支出了约 300
万元。据李某说，这 300万元是在郭
某的授意下给她个人的好处费。

但无论如何，此时，李某已经顺

利拿到土地证，而他也坚信，只要把

这个项目做起来，投资很快能收回。

融资衍生的土地生意经

然而，令李某没有想到的是，项

目所占的这块双面临街的土地竟成

了“唐僧肉”，最终让他与郭某、芦某

家族反目。

李某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贷

款落实以后，郭某再次通过芦某找到

李某，要求签一份《补充协议》，其内

容是：之前转让给今通汽贸的业务利

润全部归今通汽贸所有，并以今通汽

贸的名义从今诚汽贸的 70 亩土地中
租赁 10亩兴办加油站。

李某同时给记者出示了补充协

议。《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协议写

明：“甲方将 10 亩土地租赁给乙方，
由乙方在 10亩土地上建立一个客车
销售展厅，余下的土地由郭某以甲方

的名义建设加油站，独立法人，独立

核算，25年内甲方不收取乙方土地租
赁费用，25年后，乙方按照低于 25%
的市场租赁价向甲方缴纳土地租赁

费。”

李某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再次答应了郭某的要求。所谓的“租

赁”实际是免费使用，并不给租金。

同时，今诚汽贸用贷款缴纳了土

地出让金，国土部门给办理了《土地

使用权证》。

李某坚持认为他是按照金融行

业的“潜规则”在做事，为了获得贷

款，首先按照郭某的要求，把今通汽

贸拱手奉送，其次签订“租赁”10亩地
的协议。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

想要这 10亩地，还想分走一半。”李
某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这我

就不能同意了。如果我把那边的一半

给他，立项的土地转让也不合法啊，

再说，你看看，如果把那一半全给他，

我的展厅就被挡在里面，不临街也就

算了，反正我卖汽车的，可将来水、电

都得从他那边走，我还有活路吗？”

根据李某给《中国企业报》记者

展示的勘测定界图，今诚汽贸所占地

是两个村子的临界点，未能纳入项目

的地块属某村，而时任村长兼党委书

记正是郭某的亲哥哥。

据李某回忆，时任村长曾和他就

土地一事进行过协商，但他一直没同

意，一气之下，先天遗传的双视网膜

色素变性加重，只好远赴北京治疗。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却因此而成为

刑事诈骗案的在逃犯被公安系统网

上通缉。

漫漫司法路

签署了出让协议书后，芦家多次

打电话催李某办理 10亩地的过户手

续，并要求其偿还 1100万扣除 10亩
地出让金后的 700万元。李某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无奈之下，他

只好带着已经怀孕 7个月的妻子到
处躲藏，直到 7月份妻子要生小孩才
被迫回到老家。

2010年 9月 30日，公安局以涉
嫌“挪用资金罪”将李某刑拘。后来李

某才知道，2010年 6月 24日，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以李某及其妻子从 2005
年起陆续诈骗时任村长 1030万元为
由对二人进行网上追逃。

2011年 4月 13日，公安局经侦
队对李某以信用卡诈骗、挪用资金、

骗取贷款罪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2
年 4月 23日，公安局以诈骗罪不成立
撤案。

李某认为，他掉进了郭某“金融

世家”的关系网里。

为了采访到郭某，《中国企业报》

记者来到农村商业银行，在敲了郭某

办公室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记者拨

通了郭某的电话。在得知了记者的采

访要求后，郭某表示：“李某就是个骗

子。”其他问题她都没有正面回答记

者，只让记者去问律师。她同时拒绝

给记者提供时任村长的联系方式。

随后，记者接到了北京策略律师事

务所谢会生律师的电话，谢会生称他是

郭某哥哥的律师，记者几次询问他是否

是郭某的律师，他并未正面回答。

1月 26日，记者在北京策略律师
事务所见到了谢会生律师。据他介

绍，郭某与此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并

且，目前时任村长已经将农商行所欠

贷款全部还清。谢会生一再向记者指

出，李某就是骗子，他曾经为了征地，

向时任村长借过 1000多万元款项，但
因为第一次立案时，公安机关侦察不

利，所以撤案。目前，公安机关仍在对

李某进行侦察，不日将正式批捕。

（上接第一版）

更有甚者，企业即使通过了授信

却未必能拿到贷款。

银监会规定企业贷款必须一年

一授信，采取受托支付的形式，也

就是银行会根据企业的提款申请

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

合合同约定用途的特定交易对象，

目的是为了减小贷款被挪用的风

险。

潜规则形式多样

捆绑销售理财产品成为某些银

行提高综合收益和大力挖掘客户贡

献度的招数。不少中小企业主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一些股份制银

行客户经理在做贷款时竟然大胆告

知“潜规则”：“贷款可以，礼尚往来。

您也得为银行贡献点忠诚度———买

些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者存些钱。”

近日，河北一家中型钢厂的副总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银行有不

成文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企业从这

家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这个行的存款

账户，有的会要求下游企业回款直接

回到贷款发放行。”

北京一家商业银行负责信贷的

李先生向记者透露，如果客户在银行

基本户上有上百万元的闲钱，一般会

建议购买一款银行推出的短期收益

理财产品。“这样我向上面汇报审批

的时候也顺畅些。我们会优先考虑客

户对银行的忠诚度和贡献度。”李先

生表示。

上述中型钢厂的副总也向记者

表示，国企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一般

银行不会向国企提理财销售，反而还

会拿到贴息贷款，而中小企业就没那

么容易了。

深圳一位专注商业地产开发和

购物中心运营的从业人士感叹：“国

企可以拿到国有银行 8%—10%的低
利率贷款做购物中心，而民企则需要

15%—20%的贷款成本。购物中心运
营后的年回报率也就 12%—15%，民

企怎么做呀?”

既恨又爱

银监会三令五申对存贷款进行

严格监管，近期更是发出落实“七

不准”禁止性规定：“不准以贷转

存；不准存贷挂钩；不准以贷收费；

不准浮利分费；不准借贷搭售；不

准一浮到顶；不准转嫁成本。”

面对监管部门的禁令，银行信

贷潜规则依然不止。边晓瑜认为，

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融资并非一帆风

顺，往往会面临诸多的潜规则：一

方面，中小企业相对大中型企业而

言信誉度较低，银行信贷部门不太

喜欢，民企相对国企、央企而言缺

乏竞争优势，信贷部门更愿意审核

拥有政府背景企业的信贷申请；另

一方面，除了正常的、法定的程序

外，多数中小企业还需跟银行信贷

部门搞好关系，“灰色利益链条”

应运而生。

一位从事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

公司法人代表对银行放贷潜规则持

肯定态度。她认为，在民企与国企

竞争贷款的过程中，民企永远处于

劣势。失去了潜规则，民企肯定

“占不到半点便宜”。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大多借助银行的力量，但银行

放贷绝不是为了账面上那么一点点

利息。“比起按照明规则贷不到钱，

能这样贷到钱已经很不错了。”

一位民企小老板感叹道，公司

每年年底都会先还再贷，既保证了

良好的还款记录，又顺利地保证了

手中的流动资金量。他的企业由于

没有合适的项目，无奈之下就转而

放贷，从债务方变成债权方，放高

利贷获利后，再还银行本息。“如

果银行经办人没有得到好处费，这

事儿没法玩儿。”但正是这银行的贷

款，维持了企业的生存，养活了员

工，“没有了潜规则，这企业没了，

员工去哪里呢？”

（本报记者鲁扬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策

本报记者 王敏

一段时期内，金融潜规则让众多企业及企业家望而生

畏。有的企业在贷款过程中遭到索贿，或者因贷款费用太高

企业无力承担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企业在资金链断裂的

情况下被迫倾家荡产。金融潜规则为什么横行？其背后成因

又有哪些？为此， 《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中国企业报》：你认为金融潜规则横行的背景和成因是

什么？

郭田勇 :我是不同意“潜规则”这种说法的。但在利率

市场化改革前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我个人

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导致了类似现象的发生：

一方面是银行本身的问题。在改革前，银行在完善内控

方面还有诸多欠缺，部分人员素质不高，私自收取好处费，

变相抬高管理费，导致潜规则不断出现。比如前一段部分银

行理财产品出现问题，就属这种现象。

另一方面从总量上看，容易出现行业潜规则。金融机构

改革前，利率是非市场化的，金融业准入门槛较高，导致贷

款需求旺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出现卖方市场，银

行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贷款案件的

发生，出现个别银行人员利用贷款需求的旺盛，索要财物及

其它徇私枉法现象。还有金融机构变相提高利率水平及管理

费，都和市场供求不平衡有关。

《中国企业报》：破解潜规则政府部门该如何作为？

郭田勇 :说句实在话，我认为，潜规则跟政府部门没有

任何关系。就像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一样，吃完饭饭店给你回

扣或者打折，这跟政府有啥关系？

当然，政府的一些政策对抑制和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

有很大作用的。比如，2012年，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社会资金面大大宽松，贷款额度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出现

潜规则的概率就大大减少。

未来从供求关系和货币调控上来看，随着银行业市场化

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业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这种金融潜

规则的现象会越来越少。

《中国企业报》：在金融潜规则面前，企业应该怎么办？

郭田勇 :目前来看，随着银行及金融业的不断改革，无

论哪家银行出现不良贷款，无论是银行领导还是员工，收入

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内部管理也会更

规范，从而减少那种为了吃回扣拿好处而铤而走险的行为。

在这种大的趋势和环境中，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想得到

银行贷款，相比过去要容易得多。但短时期内改变贷款高利

率的状况可能还不现实，还需要等到金融业的充分市场化改

革以后，实现买卖之间的平等。

在银行越来越公开的存贷款规则下，企业应该以法律作

为武器，捍卫自己的贷款融资权利。

山西企业家自曝遭遇贷款潜规则
银行负责人被指索要 300万元好处费，继而要求无偿使用企业土地

除银行借贷、发债等常规方式之外，上市融资成为大多

数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目前，A股高达 800余家待审企业
形成“堰塞湖”便可见一斑。

近日，国内某食品企业上市负责人陈先生便向 《中国企

业报》 记者揭露了一起审计机构合伙人“盘剥”企业的事

情。

据陈先生介绍，几年前，他们企业准备在海外上市。为

实现上市，企业准备了上亿资金，还高价聘请了国际顶尖的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企业审计机构。

“刚开始，审计机构严格按照审计程序办事，审计工作

进展也颇为顺利。因此，我们老板十分欣慰，认为花大价钱

聘请国际顶级审计机构很值，将来出具的审计报告后，会为

企业在海外融资打下坚实的基础。”陈先生向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介绍。

然而，就在正式的上市审计报告即将出来时，有一天，

这家国际顶级审计机构的中国区合伙人突然请企业老板去看

一个艺术品公司最新进的一批艺术品。

“在这名审计机构中国区合伙人的陪同下，我们老板来

到艺术品公司后，通过与艺术品公司负责人交流名片、交

谈，老板才知这家艺术品公司是中国区合伙人的亲属开办

的。”陈先生介绍说，“当时我们老板就心生疑问，觉得审

计机构中国区合伙人平白无故请自己来看艺术品展肯定有猫

腻。”

陈先生说对记者说：“果不其然，在看了一些艺术品

后。艺术品公司负责人便向我们老板介绍了二件‘最好’的

艺术品，一件是油画、一件是雕塑。两者价格都不菲，加起

来有一百多万元。面对艺术品公司负责人的极力推荐，我们

老板本来不想购买，但一想到艺术品公司负责人与审计机构

中国区合伙人的特殊关系，再想到公司正在进行上市审计，

审计机构得罪不起。最后，我们咬咬牙，还是将两件艺术品

‘请’回了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PE 人士向记者说，上述行为涉嫌
利益输送，主要是部分审计机构人员利用企业有求于他们的

心理，利用权力为亲友牟利或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由于

利益输送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很深，很难有足够的证据予以

证实，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企业自认倒霉，事情不了了之。

企业上市融资
遭审计机构合伙人盘剥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延伸

郭田勇：充分市场化是
消除潜规则的终极手段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没有潜规则，企业更难活

王利博 /制图

mailto:guozhiming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