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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债市审计风暴，已经悄

然推动了一场债市制度重构。银行间债

券市场监管存在哪些问题，债市制度的

重构有哪些关键问题亟待解决？日前，

曾在中债登公司任多年顾问并参与过

央行债市立法的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柯荆民就上述问题接受了《中国企业

报》记者专访。

监管创新与制度建设脱节

《中国企业报》：银行间债券市场监

管存在哪些问题？

柯荆民：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监管，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监管理念上，过

于强调创新，未强调制度建设。无论是

中国还是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都是

“一紧一松”。当市场过于低迷时，一般

就会“开闸放水”，以便推出证券产品，

活跃市场；但一旦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程

度，就应该进行制度建设，加强监管。就

短期融资券而言，2005年，短期融资券
作为一种一年之内的债券，实现了注册

制，但这并不是完全的注册制，因为真

正的注册制是以惩罚虚假陈述为基础

的，但是银行债券市场，既没有惩罚虚

假陈述的法律，也没有惩罚虚假陈述的

案例。万福生科那么大的造假，得到的

惩罚只是注销额度，中间涉及的中介机

构都没有影响。

二是从监管机构上看，人民银行本

身作为货币机构，直接监管债券市场

本身就很勉强。而交易商协会的监管，

是一种自律监管。自律监管本身就缺

乏行政监管的力度。从中国的现实情

况看，作为一线监管机构的交易商协

会本身只是一个局级单位，来监管部

级的开发银行和副部级几家国有商业

银行，会由于行政级别不够，心有余而

力不足。

第三，从监管方法上看，银行间债

券市场有先天不足，在自律的前提下，

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刑事追究应该三

位一体的。现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情况

是，光有自律，行政处罚很弱，更不用说

民事赔偿和刑事追究了，这很不正常。

监管部门应加大违规成本

《中国企业报》：该如何优化银行

间债市架构？关键点在何处？

柯荆民：银行间债市架构的优

化，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解决眼前迫切的问题，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代持。“代持”现在业内将

其定位为“灰色领域”。这里指的是

“公对公”的代持。“输送利益”的代持

本身是犯罪行为。其实，“公对公”的

代持，对债券市场的危害程度，远甚

于“利益输送”型的代持，因为代持可

以放大杠杆至十倍。如经积聚，可以

导致系统性风险。

放大金融杠杆本身不是问题，但

代持是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放大金

融杠杆。这会导致毁灭性结果，因为

无论是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
是我国1995年联办 STAQ系统的崩
盘，都是不透明的金融杠杆放大的

结果。

另一个是“丙类户”，丙类户由于

有债券市场的实权人物在后面操控，

别人拿不到的债券，它们能拿到；别

人拿不到的资金，它们能拿得到。其

操作手法是，利用银行资金购买债

券，然后低买高卖，取得非法利益。

就某种意见而言，“代持”和“丙

类户”是债券市场的乱象之源，饱受

诟病，而严禁代持，取消丙类户，可以

恢复人们对债券市场的信任。

第二步，进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制度构建。

对此，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

刘升华在2012年12月就曾专门撰文，
提出了三条完善监管的政策建议，一

是规范场外交易，加快发展做市商制

度等交易模式。二是建立统一、有序

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并研究开发统

一的信息披露平台。三是将丙类户并

入甲类户。

此外，监管部门应该加大违规成

本，比如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立稽查局，严格将

债券犯罪行为绳之以法。

第三步，打破条块分割，建立统

一高效的债券监管。所有这一切的关

键点是修改《证券法》，将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的债券，全部纳入《证券

法》的调整范围。所幸的是，证监会已

经成立了《证券法》领导小组和业务

小组，正在积极地进行这方面的工

作。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记者 李金玲

近日，16家上市银行一季报显示，在利润增速放缓的情
况下，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占比继续呈上升态势。16家
上市银行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12.6%，低于2012年一季度
20%的7.4个百分点。银行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

专家分析认为，上市银行利润增速下滑与中国经济增

速下滑具有较强的对应关系。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林采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不良攀升是经济周期波

动留下的必然产物。

银行利润下降 不良率连续反弹

截至今年3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进一步
增加了340亿元，且不良率上升至0.99%，已连续六季度反
弹。而且，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双呈现出增速加快迹

象。从五大上市银行来看，截至一季度末，工行不良贷款余

额比上年末增加56.62亿元，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提高0.02
个百分点；建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31.58亿元；中
行较上年末略增9.49亿元；交行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增长
0.05个百分点。只有农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出现双降。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对记者表示，上市银

行利润增速下滑与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具有较强的对应关

系。同时以信贷扩张、赚取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在当前息差

收窄的情况下，银行利润自然下滑。我国经济正进行结构调

整，过去高投资、高增长所掩盖的问题、风险逐渐显现，银行

不良贷款率攀升就是其中的例证。

余丰慧也认为，银行不良贷款走高同样是实体经济、实

体企业经营不景气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上市银行利润

占整个上市公司利润仍然居高不下。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
利润占上市公司总利润的比重达52.7%，比上年略有提高。

余丰慧认为，银行利润如此之高对实体企业并不是好

事。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整个经济蛋糕就那么多，银行拿

走过多，反映出实体企业就获得过少。实体企业如果被银行

高利润盘剥过多而“死掉”，银行业最终也不会好，就将出现

不但利息难以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也将血本无归。这是一个

双输、双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业利润增速下降既是实体经济

不景气的反映，也是处理好银行和实体企业利润‘蛋糕’合

理分配的内在要求。”余丰慧说。

银行向企业让利，唯有救活企业才能救活银行

目前，包括银行不良贷款攀升等金融领域风险已经受

到中央高层等各个方面的重视。余丰慧认为，化解金融风险

包括遏制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功夫不在金融和银行本身，

而在其之外，即：在于保持整个宏观经济持续景气、保持实

体经济实体企业经营尽快向好。

余丰慧认为，国家、国企包括银行业都要向实体经济和

实体企业大幅度让利。国家要通过大幅度减税降费包括结

构性减税和全面性减税向实体企业让利，调动企业生产积

极性，激活企业活力。掌控石油、电力、煤炭等基础性产业的

国企要向企业让利，合理确定产品价格，减轻实体企业生产

的基础产品成本负担。

同时，银行业更要大幅度向企业让利，央行应该继续通

过降低贷款利率的不对称调息，缩小利差，让利于企业；商

业银行除了正常的利差收入以外，不能派生出乌七八糟的、

面向企业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收费。

“实体企业好，银行才能好，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好；只有

救活企业才能救活银行。”余丰慧重申，经济决定金融，有什

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金融。特别是在中国银行业利润

60%以上来源于利差收入，即：来源于实体企业创造的利润
时，实体经济、实体企业好坏决定着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盈利

能力。在实体企业包括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持续下滑情况下，

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不可持续的，将随着实体企业利润走低

而逐步回落。一季度上市银行利润增幅继续回落再次证明

这个颠覆不破的“真理”。

上市银行须改变盈利模式 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国正在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也在暗流涌动。林

采宜对记者表示，未来银行业要面对的是日益开放的市场

竞争和利率市场化前提下的息差收窄，从食利者逐渐转向

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

专家分析应对策略时指出，上市银行必须要改变以往

赚取息差的盈利模式，而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打造

核心竞争力。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表示，无论是

实力强劲的4大商业银行，还是实力较弱的股份银行，都不
可能在所有领域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各上市银行应该根

据自身的优势和对市场、行情的把握，制定合理的发展战

略，提升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此外，随着影子银行的崛起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我

国银行业将迎来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主要通过信贷赚取

息差的盈利模式将不再是银行的核心盈利模式，各银行将

会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合适自身发展的盈利模式和业务

模块，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将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

不良贷风险再预警

债市频曝“老鼠仓”
丙类户成“重灾区”

一场核查风暴正席卷债券市场。

多位债券市场买进卖出的机构投资

者因债券操作违规，涉嫌利益输送，

已被监管机构带走协助调查。

《中国企业报》记者联系了多家

机构的基金经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

等，发现面对这场核查风暴大家态度

都十分谨慎。“我们圈子很小，大多是

熟人。现在风头正紧，谁也不想得

罪。”某券商资管对记者说，他们圈里

大多是丙类户。

专家指出，当前在银行间债市的

一级半市场，代持养券和倒券通过与

丙类户交易完成，形成利益输送链

条，是交易主体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通

过与制度博弈形成了违规，信息交易

不对称使得少数投资者“合谋”获取

灰色利益。丙类账户监管缺失和一级

半市场的制度漏洞为利益输送提供

了制度通道。

灰色利益输送链条

所谓丙类户，是指参与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非金融类投资者（企业），截

至2012年底这类账户已达6375家，占
总投资者数量的51.28%。
“从张锐案、富滇银行窝案再到

薛晨、张守刚、邹昱、杨辉等案，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设立了丙类

户，由自己或家人直接控制。这些丙

类户通过与金融机构做交易，低买高

卖，从中牟取利益。丙类户往往涉嫌

债市灰色交易，利用与银行等金融机

构的关系，在发行环节优先拿券，在

交易环节与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代持、

养券、倒券等非法交易。”业内人士向

记者说。

在富滇银行案中，该行金融市场

部原总经理李坤等人通过朋友的公

司申请非金融机构法人的丙类户，由

富滇银行为其代理债券结算业务。

“这就是倒券，金融机构（即富滇

银行）将所获债券以较低价格卖给与

自己利益相关的丙类账户，然后再以

较高的价格从丙类账户买回。这便是

前、中、后台与外部相勾结实施利益

输送。”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道。

“由于银行间债市采用撮合交

易，同时价格差异较小，用多个账户

频繁倒券，很难被发现。但债券交易

规模巨大，即使几个基点的差异，也

能给内幕交易者带来巨大的利益。”

该人士指出。

除了倒券，代持养券也是滋生利

益输送的主要形式。代持因其不需要

先买入债券、债券资质要求灵活等一

系列优点，成为债券市场上机构交易

员扩大交易杠杆的首选。“而正是这

灵活性带来了寻租之便。”业内人士

指出。

“通常情况下，代持养券有两类，

一类是甲类账户的银行为季末年末

等冲点和掩盖债券投资损失等，通过

与乙、丙类账户私下签订特定债券的

回购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协议，寻求

后者代持；一类是乙、丙类账户与甲

类账户私下签署回购协议，寻求后者

代持，以空手套白狼。”一位参与过债

券市场交易的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

“在债券交易市场，价格变化幅

度较大，丙类户由于具有广泛的‘人

脉’，成为市场‘掮客’，撮合交易。例

如，市场下行时，欲出让某只债券的

机构如找不到合适买家，它就可能

找到丙类户，通过其撮合，最后往往

可以找到合适的买家。而大部分丙

类账户持有者都是靠灰色支出获取

人脉关系在一级半市场拿好券套

利。比如一单业务赚2000万元，拿

1000万元当做灰色支出公关费。”某
债市交易员透露。

“监管漏洞”提供制度通道

“在债券发生市场，丙类户可通

过与承销团成员签订协议，确定债券

的分销数量及利率，获得相应新券。

之后，通过在交易市场出售而赚取点

差。丙类户对于商业银行顺利承销债

券，无疑是起过作用的。”业内人士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但是，代持都已由原来的双方对

敲，发展到了三方甚至多方进行分工交

易，加上债市一级半市场信息交易不透

明，隐秘性较强，丙类账户成为了交易

主体对敲操作、空手套白狼的多发地。

“丙类户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为

利益输送提供了空间。同时，丙类户

由商业银行代理交易结算，在交易记

录上很难发现。”业内人士透露。

然而，有专家指出，“丙类户”的

存在并非不规范交易的起因，银行间

市场债券交易的制度安排漏洞才是

造成如此多债券“老鼠仓”案例的根

源。

“与股市的交易所集合竞价方式

不同，债市报价驱动机制，即一对一

的场外交易，两个交易员通过电话或

即时通讯工具，去谈判上亿甚至几十

亿资金的成交。他们谈好交易价格、

数量和方式，再到系统里面下单和完

成交易，只要成交价格不偏离交易商

协会规定的公允价值太远（2%或者
3%），就无需向监管部门报备。”之前
参与过债券市场研究的赵女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一对一，就

有可能滋生利益输送。”

“当初设计丙类户，恰恰是为了防

止金融机构挪用企业证券，以保护企

业客户的。”参与过央行制度建设的业

内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据了解，为了防止金融中介挪用

企业证券，企业以实名方式在中债登

开立了一级托管账户即丙类户，直接

成为中央登记机构的客户。作为一级

托管人，中债登应对丙类户内的账务

数据负责。

“在实际操作上，中债登由于与

丙类户直接打交道会涉及太多文件

往来,即‘文件危机’，作为债券中央银
行，只能与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打交

道，不可能直接管理成千上万的丙类

账户。”该人士说。

这样，丙类户实际上由甲类户进

行监管，而由中债登承担最后责任，

是种具有二级托管性质的一级托管

体制，业内称为“一级半”。在中国特

定的环境下，为丙类户的利益输送提

供了一种制度通道。

柯荆民：建立统一高效的债市监管体系
本报记者 王莹

纵深

专家指出，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的制度安排漏洞是造成如此多债券“老鼠仓”案例的根源。 CNS供图

企业业绩下滑拖累银行

专家指出，债市制度漏洞是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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