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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民间借贷风险正在向银行蔓延。

温州银监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
攀升至 4.01%。自 2011年下半年温州
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温州银行业

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且一直是全国

不良贷款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企业资

金链依旧紧张，互保问题至今未能得

到根本缓解，企业破产数量大幅增

长。

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是保障银

行信贷体系稳定的关键要素。专家指

出，银行不仅要调整贷款政策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还应从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为企业多

做“实事”。

银行盈利与实体企业
经营关系密切

温州区域内的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和不良率，自 2011年 11月开始呈
飙升趋势，除 2012 年 11 月略降以
外，总体飙升趋势未改。

以温州银行为例，其 2012年受
当地借贷危机影响较多。温州银行年

报显示，2012 年末其不良率从 2011
年的 0.98%上升至 1.35%，拨备覆盖
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下滑。截至去年年

底，温州银行共有 78家分支机构，多
数位于受民间借贷、钢贸和联保等问

题困扰的浙江地区。

与银行困境相对的，是温州实体

企业步履维艰的经营现状。据温州市

经信委的调查，2012年 1至 11月，全
省规模以上亏损企业亏损额 15.93亿
元，同比上升 68.4%。温州市经信委监
测的 15 个行业中的 855 家重点企
业，就有 10个行业出现了利润负增
长。另外，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

快，区域内工业企业资本回报递减，

企业利润无法得到保障等因素，致使

温州企业向外转移现象突出。近 10
年来，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

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超过 1000
亿元，主要集中在服装、鞋业、塑料制

品等行业。这些企业在外投资项目的

规模、技术都远远超过本地。

德邦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

师张海东认为，从经济的基本面来

看，许多企业牵连其中，对地方经济

的影响也较大。由于银行盈利与当地

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较为密切，如果

企业困难，银行坏账就会增加，银行

盈利就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据公开报道，截至目前，温州地

区通过法院处置的不良资产高达 500
亿元，其中，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286
亿元。温州法院系统在 4月中旬的一
次公示显示，仅一天时间，温州中心

区就有 18套房源、1辆梅赛德斯奔驰
越野车等资产被法院强制拍卖，总标

底价逾亿元。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

瑜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许多企

业借款是为了偿还之前高额的贷款

利息，而并未将之很好的投入实体经

营领域，“拆东墙补西墙”、“以贷养

贷”等不良现象日渐凸显。

银行应调整贷款政策
帮企业渡过难关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银行只有和实

体经济抱团取暖，才能实现更好的发

展。

边晓瑜表示，银行不仅要调整贷

款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还应从结

构调整、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

方面为企业多做“实事”。如银行内部

的投资分析师和风险管理人员可以

针对不同企业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

化的发展建议，将有实力、有前景的

项目和产品作为主要扶持对象，帮助

企业开发新的营收增长点。

记者了解到，日前，浙江龙湾农

商银行与温州龙湾区国税局推出

“税银征信合作”，推动纳税信用资

源与银行金融产品实现“税贷联动”

对接。浙江龙湾农商银行向圣邦集

团有限公司等 2家被评为 AAA级的
纳税信用企业授信 4000 万元贷款，
开创了“税源贷”信贷产品之先河。

“对优强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更

好的联动模式。不仅起到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开辟企业融资新渠道的

作用，还可以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和

发挥诚信纳税示范等效果。但是银

行不能只做锦上添花，对于更多需

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

只能望而兴叹。”一位银行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民间借贷冲

击导致的不良贷款上升情况在浙江

地区相当普遍，没有一家银行免受波

及，实际上，许多上市银行的年报也

纷纷提到该区域的不良贷款问题。

本报记者 郭奎涛

随着争议多年的移动支付标准问题尘埃落定，安全问

题对行业发展的阻碍日益突出，引起了从芯片、终端到商业

银行、支付企业和安全厂商在内整个产业链的广泛关注。

金山安全公司技术总监、助理总裁林凯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移动支付的安全防控主要是身

份认证和通讯加密，支付环境的安全防范比较薄弱，传统的

黑名单方式也难以跟上急剧增长的病毒增长，对于潜在的

高级持续性攻击（IPT）更是大打折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包
括支付企业、安全厂商在内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和通力

合作。

移动支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
交易规模达 1511.4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89.2%。未来几年，
这一领域仍将保持 40%左右的年增长率。
中国支付网主编刘刚认为，随着标准问题争议结束，下

一阶段影响移动支付商用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日益突出

的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近期的调查结

果显示，93%的消费者表示，支付是否安全是影响其考虑使
用移动支付服务的重要因素。

财付通上述人士认为，随着智能手机以及移动支付的

普及，越来越多的手机病毒将会涌现出来，用户的财产、隐

私都将受到威胁。有案例表明，招商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

行等多款银行类应用都曾遭遇恶意木马篡改。

与传统的针对大众用户的木马等病毒相比，林凯认为，

新兴的高级持续定向攻击是移动支付更大的潜在威胁。这

是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潜伏时长更长的攻击手段，在普及程

度加深和价值充分体现之后，移动支付将会成为这类网络

攻击的重要目标。

产业链各环节积极应对

考虑到安全问题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整个产业链都一

直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不仅包括一些支付企业，某些终端芯

片厂商及一些传统互联网安全厂商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面对目前移动支付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某些支付

企业推出的相关移动支付技术能减少网页的跳转，有效地

降低钓鱼网站和病毒的危害。收集的信息全程加密传输，信

息保管也进行物理上的隔离，并且严禁用于与用户支付无

关的场景。”业内人士指出。

除了技术方面的努力，某些支付企业还通过业务创新来

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包括对手机交易额设置了上限，例如有

些支付企业还开创性地推出了赔付机制，满足条件的用户

可以拿到支付企业的全额赔偿，希望最大限度地打消用户

使用移动支付的安全担忧。

此外，有些传统互联网安全厂商推出了云私有安全系

统，该系统注重支付环境的安全，通过特有的白名单技术，

将支付环境的规范化清零，只允许白名单中认可的程序运

行，保证支付环境不受到病毒污染，而且对于潜在的 IPT 攻
击更具有效果。

安全标准缺位是根源

就在产业链各环节纷纷为移动支付安全出谋划策的时

候，另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整个行业缺乏统一的安全标准

和体系，这给安全制度的推广造成了困难。例如，高级别安

全认证工具的推广应用，就因为数字证书应用缺乏统一的

硬件标准下的兼容性问题。

“移动支付的安全不是孤立的安全，总的来讲包括终端

安全和业务安全，终端安全又包括设备安全、应用安全和数

据安全，每一个环节的安全者需要相应的企业各司其职，同

时又需要上下游之间充分沟通和协同，这样才能保证整个

体系的安全。”刘刚说。

林凯也表示，移动支付涉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包括

银行、公安、手机厂商、运营商、手机安全厂商等应该全产

业链联手，包括用户信用意识的建立，共同推进移动支付

业务产业发展，金山安全已经与多年移动支付企业展开合

作商谈。

财付通相关人士也透露，财付通已联合腾讯手机管家、

QQ 浏览器，共建安全的移动支付生态圈。财付通还在积极
与安全厂商、手机厂商、移动支付提供商等企业进行沟通合

作，以完善移动支付生态链的搭建。

标准缺位
移动支付陷安全瓶颈

实体经济仍未脱困 温州银行业持续承压

本报记者 李金玲

在全球都纷纷降息的大背景下，

中国将何去何从？降息抑或量化宽松？

《中国企业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中国企业报》：最近，全球多家央

行纷纷降息。美国和日本都在量化宽

松，向全球注入流动性，您认为这是为

什么？

孙立坚：金融危机破坏了美国经

济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的价格规律，美

国的技术创新、金融财富创造的能力

却在金融危机中大部分完好无损，只

要资产价格修复了，美国仍然会变得

很强大。所以，美国采取非传统的量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为了修复被破坏

的价格体系。

而日本之所以发生货币超发与物

价上涨“脱钩”的现象，与美国又有所不

同。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促

使民众对安全资产的选择(流动性偏好)

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大多数人都把

钱存在了提供流动性保障的银行体系，

而不管它们资金使用的效率好坏。

当然，日本学美国非传统的量化

宽松货币政策，仅仅把改革的重点放

在修复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上，从而期

盼能解决经济低迷的问题，这种愿望

是不现实的。流动性泛滥的后果有可

能会给日本经济改变结构性问题制造

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报》：在全球都纷纷降息

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有可能降息吗？

孙立坚：让我们先看看新一轮数

据解读：先看 CPI上涨因素：第一是替

代效应。因死猪和禽流感以及公款消

费监管(干部回归家庭)等使素菜需求

增加；第二是季度和翘尾因素。再看

PPI下降因素：第一是美日货币宽松使

得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升值，导致企

业实际资金成本和竞争力恶化；第二

是楼市调控和光伏产业等产能过剩导

致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这样来看，中国降息窗口即将打

开。

《中国企业报》：降息的理由是什

么？

孙立坚：我个人认为，降息的理由

有三：一是内外利差促成了国际游资

大量进场；二是外汇冲销成本(影响企

业融资成本) 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

都在迅速提高，实业投资意愿恶化；三

是中国市场今天不缺钱，所以，堵住游

资，只能靠降息缓解外部压力(今天周

边靠实业吃饭的国家多数是这样)。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中国会向

美日那样量化宽松吗？

孙立坚：中国的问题性质和美国

不一样，尽管中美今天都处在经济发

展的低谷阶段，但他们的主要矛盾不

在于经济基本面的结构性问题上。

而日本之所以发生货币超发与物

价上涨“脱钩”的现象，其原因和中国

目前通胀预期强烈的基本面也有本质

的区别，更与美国基本面良好但资产

价格表现过低的状况不同。日本财政

赤字大，破产风险却没有那么高。

与此相对比，中国的问题是发展阶

段和增长方式所共同造成的结构性问

题，它同样也不可能用单纯的货币增发

方式加以解决。退一万步说，即使美国

货币政策也不能解决它今天面临的高

失业的问题，但其造成的副作用要比我

们小很多。而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无

法通过超发货币来促成自己货币对外

贬值，以提升本国对外的国际竞争力。

相反，在今天全球宽松货币的环

境下，中国如果再加入到这场“货币大

战”中的话，就会造成国内通胀现象更

为严重。这一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状

况和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泛滥

并不一定就马上与国内的通胀和资产

泡沫联系在一起，而是给其他国家，尤

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增添

了巨大的麻烦。

中国降息窗口即将开启
但不会量化宽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本报记者 王敏

就在产业链各环节纷纷为

移动支付安全出谋划策的时

候，另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整

个行业缺乏统一的安全标准和

体系，这给安全制度的推广造

成了困难。

民间借贷风险正向银行蔓延

业内人士
指出，在目前

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的大背景
下，银行只有

和实体企业抱

团取暖，才能

实现更好的发
展。

“

人民币降息窗口或即将开启 CNS供图

“中国降息的理由有三个：一是内外利差促成了国际游资大量进场；二是外汇冲销成

本(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都在迅速提高，实业投资意愿恶化；三是中

国市场今天不缺钱，所以，堵住游资，只能靠降息缓解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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