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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毯企业开工率不足 50%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王莹

这几天，一家深圳上市的生物科

技企业保龄宝成了一场跌宕起伏剧

情的主角。

保龄宝 11 月 21 日晚间发布公
告，其参与筹建的山东禹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城

农商行”）20 日获得银监会批复。据
悉，禹城农商行脱胎于禹城农信社，

而组建为农商行之后，保龄宝将成为

第一股东，而前五大股东均为民营资

本。

随即，媒体将禹城农商行获批解

读为“首家民营银行诞生”；22日保龄
宝受到资金热捧，开盘股价即一字涨

停。然而 22日晚，坊间开始对由农信
社转制为农商行是否属于民营银行

发出质疑。

这都归结为市场对民营银行这

一新兴概念的热衷。

金融“国十条”中，监管层提出的

“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

的民营银行”一语化解政策障碍后，审

批“靴子”却迟迟不见落地，而此次禹

城农商行的获批一下激起了市场的追

捧热情。那么，禹城农商行到底算不算

市场期盼已久的“首家民营银行”？这

是否意味着民营银行的真正落地？

民营银行概念炒作过剩？

今年 7 月初，国务院公开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后，政府提

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

险的民营银行，各地随即掀起民营银

行申办热潮。

8 月中下旬，苏宁云商成为 A 股
市场中第一家宣布申办民营银行的

上市公司，公司股价从 8月 21日至
10月 10日的涨幅接近翻番。和苏宁
云商类似，友阿股份、佳都新太、红豆

股份等欲涉足民营银行的个股近期

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金融“国十条”出台后，市场对于

民营银行的热情更加高涨。目前已有

36家民营银行名称获得工商总局的
核准。但是，这些民营银行却迟迟未

得到银监会的核准。

十月下旬，欲涉足民营银行的上

市公司曾出现集体暴跌，“因为工商

总局核准的名称只能保留半年，如果

半年内拿不到银监会的批文，这个名

称就只能作废。”山东省小额贷款企

业协会会长刘吉民对记者表示。

而随着 21 日保龄宝的公告消

息，22日概念股再迎炒作，凯乐科技、
佳都新太、华联矿业、宝新能源、格力

电器等民营银行概念股再度迎来不

同程度的涨幅。

不过，这种情况却被某些业内人

士泼了冷水。

“媒体在民营银行方面断章取义,
吸引眼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也
反映出舆论和利益各方的急切心情,
民营银行破冰已成公众期待，个人觉

得民营银行概念炒作有‘过剩’嫌

疑”，某媒体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

民营银行
与农商行存在区别

某地银监局内部人士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农信社转制的农商

行和民营银行不是同一个事物。农信

社转制成为农商行这种做法一直都

有，并非新鲜事物。而民营银行现在

没有相关的监管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梅

兴保则表示，民营银行一般是指由民

间资本发起设立的，而禹城农商行是

由农信社改制而来，这属于内部资本

重组变化，本质上还不能算是公众期

待的民营银行。

前述银监局内部人士也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农信社转制的农商

行和民营银行不是同一个事物。

据了解，农信社一般由当地企业

和自然人股东构成，民营资本的总持

股量占比往往较高，因此，民营资本

在农商行中占有多数股份也是一种

“常态”。同时，银监会规定单家股东

持有农商行的股份不能超过 10%，而
保龄宝在禹城农商行的持股量为

8.21%，也没有超过这一比例。
对此，刘吉民认为，“虽然民营银

行具体细则还未明确，但在经营模

式、功能定位、产品设计上肯定会跟

农商行有所区别。”

民营银行
真正落地还需时间

不过，保龄宝公司的证券代表范

里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包括保龄宝在内的山东禹城

农商行前五大股东，都来源于民营资

本，这是与以往不同的，其民营银行

性质可以确定。

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

田勇也认为，如何判断民营银行的性

质，关键还是要看民间资本的占比，

单纯从“民营银行”这个概念分析，山

东禹城农商行被定义为民营银行没

有问题。

“理论上讲，只要是民营资本处

于控股地位的商业银行，都可以叫民

营银行，所以山东这家（禹城农商行）

也可以说是一家民营银行。”郭田勇

指出，山东禹城农商行的筹建，其实

是金融监管的进一步开放，这也为民

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新的路径，

目前民营资本办银行主要有两种途

径，第一是新成立商业银行，第二就

是像禹城农商行这样，参股银行。

而在济南大学公司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孙国茂看来，简单讨论是不是

民营银行没有意义。“比如说民生银

行，说它是首家民营银行，那它是么？

不是。它还是按照央行定的基准利

率，银监会制定的存贷比来操作。”孙

国茂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让资金使用

者成为真正平等的主体，而且民营企

业的行为也日趋国企化。在这种背景

下，谈论民营银行有何意义？民营银

行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准备，而其中最

重要的是简政放权。政府权力下放，

才有民营银行生存的土壤。”

“所有银行都应是自担风险的市

场主体，但在当前国有银行破产可能

性很小的情形下，如何让存款人信任

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又该如何吸收存

款？如何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这些都是问题。”在银河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潘向东看来，民营银行真正落

地还需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而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

目前民营银行相关办法已上报到国

务院，银监会有关部门正就民营银行

方面的一些配套措施展开研究。

禹城农商行
“首家民营银行”身份惹争议

根据阿里金融事业群总裁胡晓明透露的消息，阿里金

融已在今年 6 月向所有银行开放阿里小额贷款的接口，所
有金融机构均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为其平台上的中小企业

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阿里金融平

台为阿里系电商卖家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仍然只是阿里

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银行、小贷等其它金融

机构的身影。

民生电商董事长尹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阿里金

融与银行的合作仍然处于僵持状态，阿里担心平台数据、客

户资源向银行开放之后，银行会绕过阿里自己放贷；银行则

担心接入阿里平台并帮助阿里平台做大之后，很容易向支

付业务那样失去与阿里的话语权。

只有阿里小贷

最新数据显示，从 2010 年浙江阿里小贷成立以来，3 年
多时间，阿里小贷累计投放贷款超过 1100 亿。仅仅是今年
第三季度，阿里小微信贷累计投放贷款达 208 亿元，这相当
于截止 2012年年底该业务的贷款总额。
“这一数字看似很大，实际上，跟一般的城商行相比差

距都很大。尤其重要的是，阿里小贷的资金太少，旗下两家

小贷公司可用于放贷的资金不超过 27 亿元，这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上海一家熟悉借贷市场业

务的人士评论说。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阿里试图尝试通过资产证券化来

融资，即将放贷的债权打包上市进行交易。今年 3 月，胡晓
明再次对外公布了阿里金融对于资金问题新的解决方案，

即通过打造开放平台，引入银行、小贷等第三方金融机构来

为卖家提供信贷。根据胡晓明透露的消息，会在 6月向所有
银行开放阿里小额贷款的接口。

如今 5 个月过去了，这一开放平台仍然只有阿里小贷
独家运营。

《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阿里信贷热线电话，对方也表

示，“目前没有跟任何银行合作，贷款主体是阿里巴巴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放。”

各方态度不一

“如果阿里金融开放的话，感觉对小贷公司很有好处，

可以充分利用阿里的客户和他们的经营、信用数据，还能从

阿里小贷的模式中学习一些先进经验，但是目前好像还没

有开放，没有听过有同行进驻。”河南一家小贷公司的负责

人说。

上海前述行业人士认为，相对于银行，小贷等非银行信

贷机构可能会对阿里金融开放平台更加积极，因为他们市

场比较分散，没有垄断者，大家只想拿到更多的可靠客户，

阿里正好为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在银行方面，国有四大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也出现了分

歧。早前就有消息传出，阿里金融平台被大银行抛弃了。

中国银行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认为，这主要是不同银

行的体制决定的，因为国有银行的信贷业务统一由总行的

信贷中心负责，在考虑上会更倾向于全盘考虑，阿里在寻求

合作谈判时会比较困难；而股份制银行是存贷一体的，各个

分行可以自主决定放贷业务，就会更多的考虑局部的业绩

等利益，阿里的渠道资源对他们会很有诱惑力。

阿里金融开放平台拿到的合作银行名单中唯一可查的

是，9月中旬，阿里巴巴和民生银行宣布将打造金融开放平
台。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没有在阿里金融平台找到民生

银行的业务，登陆淘宝等阿里系电商平台，也没有看到任何

信贷产品。例如，淘宝网金融市场中，主要仍然是理财、保险

和余额宝，并不牵涉信贷业务。

双方或各有打算

实际上，阿里金融与银行在信贷业务的合作已有先例，

早期的阿里金融就非独自运营的封闭模式，尽管当时引入

的银行只有一家。

2007年，阿里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为平台上 B2B 商家
提供融资服务，前者供自己平台的企业信息，后者为企业提

供贷款。这一合作最终在 2011年破裂，普遍认为的原因是，
阿里小贷成立之后对建行的分成一再降低。

“双方有直接的业务竞争。阿里与建行分手实际上就是

因为阿里想要旗下小贷公司自己来做，况且如今阿里金融

要做银行的声音蒸蒸日上。反观其它电商小贷平台和纯粹

的金融平台，却能很容易地吸引到银行的合作。”上海上述

行业观察人士说。

这位人士还表示，帮助阿里金融做大之后失掉话语权

也是银行的重要顾忌。据说早年支付宝和银行合作，不得不

签一堆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支付宝做大了，快捷支付业务都

敢克扣银行的佣金了。未来，别说阿里降低银行的提成，在

利率等方面控制银行都有可能。

“阿里对银行也是很有顾忌的，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多

年积累的企业及其信用数据，这些一旦开放给了银行，银行

完全可以绕过去自己放贷，双方在利益上如何分配需要好

好平衡。”尹龙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阿里金融独角戏：
平台开放一年无“伙伴”

内部重组 VS民资设立

（上接第一版）

“加上中国对地毯的需求增速最

快，也成为新西兰毛价坚挺的原因之

一。”业内人士表示。

据了解，地毯织造过程包括准备

纱线原料、上机织造、地毯后整理、包装

等几个过程。

该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地毯按

平方米计算的话，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

（原材料和加工成本）、人工成本、设备

折旧费、设计开发成本、财务成本等。

“羊毛地毯根据进口和国产羊毛

以及毛的长度不同总成本在 150—560
元/平方米不等，羊毛块毯的平均成本
在 350元左右/平方米；而酒店阿克明
满铺地毯也分国产和进口、高绒的不

同的总成本在 200—800 元/平方米不
等，但阿克明地毯的平均成本相对比

羊毛块毯较低。”

而地毯的种类、材质密度都不等，

销售价格也有差异。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祁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家庭用的工艺块毯总

体而言要比工程的满铺地毯的利润要

高。新西兰羊毛块毯出厂均价 450元/
平方米，而剪花块毯出厂价在 160元/
平方米；而工程地毯以阿克明地毯为

主，160元/平方米左右。
“因为酒店工程项目是招标投标

的，有的地毯企业为获得标的，争相降

价，事实上，这一块恶性竞争激烈，利润

也不太稳定。”祁勇表示，而家用市场所

需的块毯拥有更加稳定的利润和收益。

多因素致利润压缩

除了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压缩，人

民币升值更是让小的地毯企业苦不堪

言。

“我们本来做的是地毯出口，近几

年人民币升值厉害，企业利润率大幅

下降，许多企业在盈亏生死线上苦苦

挣扎，没有订单我们就停工。”一家小

规模的地毯经销商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地区地

毯企业开工率不足 50%。
“为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属劳动密

集型的地毯公司一方面加大技改投入

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加快产品结

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部分龙头

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工

艺美术协会地毯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今年以来，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

司投入技改资金 5000万元，引进 3台
进口高速阿克明斯特织机和两台国产

阿克明斯特织机，进一步提高机织地

毯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除了技改，地毯企业正着力从制

造企业到文化企业的转型，读透了地

毯消费者的品位与文化需求的东方地

毯，终于摸索出一条“中国地毯的新丝

绸之路”。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东方地毯更

是运用商业化机制，重构文化符号的

商业价值。“如今，我们的工艺块毯成功

打入土耳其中高端市场。”韩洪亮表示。

发力家用市场
化解“内外交困”

“事实上，出口数量并不多，大部

分地毯产品以内销为主；地毯行业在

中国是‘朝阳行业’，只是中国消费者对

地毯的认知度不够，现在‘供大于求’属

于相对过剩。”东方地毯集团人力资源

总监郑晓光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美国市场相对饱和，人均地毯用量为

5—7平方米，而国内 13人才用 1平方
米。

面对内交外困，地毯企业发力国

内家用市场以此“破局”。

“开发家用地毯市场，推进地毯进

入家庭，既是地毯行业解决当前竞争

激烈，产品供大于求矛盾的主要途径，

也是企业持续发展，行业形成规模的

出路。”上述负责人表示。

“我们 90%的威尔顿设备用于生
产家用地毯，其产量占总产量的 50%，
仅 2012年 1—9月的销售量就比去年
提高了 16%。”东方地毯内部人士透
露。

“我们一直瞄准家用市场，开发适

合家用的地毯品种和图案，先后推出

环保纤维材料块毯、收缩家用块毯等，

今年销售额达到 60%。”江苏溧阳开利
地毯内部人士表示。

备受关注的禹城农商行“首家民营银行”的身份引发各界争议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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