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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2年 12月 31日 24点，尹
丽的愁眉终于舒展开来。尹丽是某银行

深圳分行的支行副行长，分管零售和个

贷业务。

“这几天‘冲时点’快忙疯了。”尹丽

称。“冲时点”是业内对基于存贷比考核

要求而进行揽储行为的俗称。

“深圳这边业内‘冲时点’返点一般

是 0.15%—0.2%，就是 1000万元能返
1.5万元至 2万元，看时间和金额的多
少，佣金高的可能到 0.3%。”尹丽表示，
“事实上，每年各行都会有‘开门费’。就

是类似礼品费、业务招待费之类的，今

年我们攒起来了，以备年底剥离出经费

来‘冲时点’。”

24小时拯救

按照银监会的要求，银行在年末、

季末、月末都要进行存贷比考核，考核有

“不合格、合格、优秀、标兵”四种结果。而

年末存贷比考核更是关乎团队绩效和

超额奖金。为此，各家银行自 2012年 12
月以来都铆足力气应付年末这场大考。

本来受调控影响就很“缺钱”的各

家银行，又遭遇同业拆借回购利率连续

飙升的压力，惜贷的同时，银行“抢钱”

大战也进入了高潮。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零点，尹
丽所在银行网点存款余额距分行考核

目标相差 900万元，留给她拯救的时间
只有 24小时了。
“本来以为没有问题了，前几天一

个大客户突然转移存款，给我们打了个

措手不及。”尹丽说。

“帮我筹集 1000万元资金，电汇
即可，一早到账。”尹丽一夜没睡，最后

找到了某信托产品经理何璇，因为此前

何曾向她提及某企业大佬想放款 1亿
元赚返佣费。

“1亿元的资金还在吗？”尹丽问
道。

“不知道有没有被别的银行抢走，

此外还要看你们的返点费用。”何璇则

称。

然而，该大佬要求 1亿元对接只有
一天，佣金高达 0.3%。
“12月 31日转入 1亿元，1月 1日

划走，一次性返点比例 0.3%，返点收益
30万元。”尹丽皱了皱眉，“没办法只能
接受”。

但尹丽只需要 900万元，如果 1

亿元全部到账，来年她的任务压力会更

大。

无奈之下，尹丽和何璇商量了一下

能不能让这位企业大佬剥离给 1000万
元，而谈判可能意味着要提高返点比例。

“他的资金分拆得很厉害，最后在

各种权衡之下，何璇帮我沟通，电汇给

了我 850万，返点 3.2%，还差 50万，只
能从网点的经费里和自掏腰包凑齐。”

尹丽无奈地说。

多维度存款保卫战

事实上，从 12月中旬银行就开始
悉数出动，分头“拜访”主要对公客户单

位，确保账面存款不被转出。

“比如大堂经理，看到有大额资金

转出，就会上前询问缘由，我们准备了

礼品卡和食用油还有大米等等，以挽留

客户。”尹丽介绍，“这是银监会明令禁

止的，但现在银行都在偷着做。”

在尹丽的客户中，有房地产中介公

司。此前，双方达成“交易”，在房贷额度

高度紧张的 12月，银行优先为其二手
房项目的按揭贷款客户安排审批和放

款，中介公司则在 12月向银行转入一
笔存款。

除了“冲时点”，尹丽团队更是通过

不断地发售理财产品来揽储。12月末，
发售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度高

达 7.2%。除了发行高收益的短期理财
产品外，提高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也是

一个增加资金量的好方法。即使银监会

下发了减免 34项收费的通知，但仍遏
制不了银行赚取中间业务手续费的热

情。

除了“开源”，“节流”也是银行存款

保卫战的重要环节。

在日均存贷比监管实行后，商业银

行贷款可调控的余地相比以前有所减

少，银行揽储惜贷愈演愈烈，贷款投放

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部分地区部分银行已进入

惜贷阶段，深圳周边二三级的城市，部

分县市的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

社都存在日均存贷比的压力，部分分

行和支行已经停贷。我们在 2012年 12
月中旬基本停贷了，除了上面说的老

客户，其余的一概不通过。”尹丽表示。

在距离“冲时点”最后时刻还剩 4
个小时的时候，尹丽支行的存款资金终

于全部到位。

“每逢岁末，揽储都是一场硬仗，有

客户资源才是王道。”尹丽说。

特写

企业贷款无奈征信严苛
地下钱庄乘虚而入

本报记者 王莹

岁末年初融资调查：
银行竞价模式加重企业贷款负担

融资成本高企让中小企业愈发

感受到生存压力。

“两年前贷款年利率都在8.5%—
9%，刚申请到的这笔贷款，已经达到
了13%，成本提高了50%多。”1月10
日，北京一家科技类企业副总经理岳

利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透露。

岳利强分管公司财务工作，去年

年底，公司刚刚从银行成功申请了一

笔500万元的贷款。而按照新的贷款
实际成本，企业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

比此前增加了近30万元。
贷款拿到了，岳利强的心里却重

重压上了一块石头。

搭售理财产品
成贷款潜规则

岳利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纺织

机械研发和生产，原计划今年陆续增

加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但随着

银行贷款成本的大幅提高，加之研

发、用工成本高企，资金开始捉襟见

肘。

“这笔贷款产生的额外成本，对

我们影响比较大。所以，扩大生产规

模的计划只能暂时停下来。”岳利强

表示，做大“盘子”需要的资金规模更

大，现在只能是保证原来的生产，发

展的事情先不考虑。

“融资成本太高了！”岳利强感叹

道，“这次不是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的

话贷款利率要少一些，加上6%的担保
费，融资成本这么高，企业能生存就

不错了，谈何发展？”

岳利强的担忧来自持续收紧的

信贷政策。

“银行信贷趋紧，对需要靠资金

拓展业务的中小企业影响明显。更为

重要的是，银根紧缩对很多企业影响

有滞后性，企业资金链能否经受住政

策考验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显现出

来。”岳利强说。

据银行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小

企业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

浮30%，放款时间需要看公司资质及
资料准备情况，而贷款主体的资质直

接决定贷款的价格和审核的时间。

能够贷到款的企业，不仅要面临

利率上浮，还不得不面对很多新增的

隐形成本。

“目前利率上浮已超过30%，加上

担保、评估、财产保险以及公证等费

用，中小企业实际融资利率已高达

15%以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对公业
务经理刘明慧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现在从银行贷款，

很多银行会搭配着让企业买理财产

品或留下一部分当做存款。

刘明慧举例称，企业申请贷款

500万元，银行会说可以贷600万元，
但是其中100万元要拿出来当存款
或买理财产品。这部分钱，企业要付

利息但不能作为企业流动资金使

用。

“银行不会强行在贷款合同上捆

绑，但是当银行提出搭售时，企业一

般是不会拒绝的。”刘明慧称。

竞价模式推高
企业融资成本

银行贷款利率更有持续上调之

势。

某银行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内部通知，内容

是该银行1月6日发布的《2014年度人
民币贷款额度及贷款竞价管理政

策》。

通知称：即日起，零售条线小微

贷款业务平均利率不得低于8.1%；而
该银行一款面向小微企业客户、以小

额信用循环贷款为核心的综合化金

融服务产品的商务卡贷款平均利率

不低于15%。
“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我们银行

采取竞价额度管理，分行小微金融业

务在每天下午提取当日已到放款辕建
额复核的小微贷款业务清单，随后汇

总统一上报总行参与竞价，竞价后安

排出账。而对于在总行竞价未成功的

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分行按基础额度

情况酌情安排出账。”该银行对公业

务经理王晓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一季度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最

旺盛的阶段，其中还有部分申请贷款

需求是去年年底留下来的。但受货币

政策影响，银行放款总量受到限制，

竞价额度管理实属无奈之举。

“需要企业和银行的谈判和多轮

沟通竞价，这样也增加了企业的额外

成本。”岳利强表示。

若按照平均利率不低于15%计
算，刨去其他担保、评估以及财产保

险、公证等费用，企业光贷款利率的

融资成本就上升近76.4%。
事实上，如果是银行的新客户，

申请成功率更低。“几乎没有新客户

能够申请到银行的贷款，而以往有合

作的银行，申请下来利率一般提高了

30%以上。”王晓波说。
目前，市场上流动性资金收紧，

作为银行来说可能就做不到满足所

有借贷者，势必会有所选择。“对存量

客户的需求一般能满足，除非是经营

状况、财务状况变坏等。而对于新贷

款企业，他们的申请就有可能得不到

全面满足。”王晓波称，信贷的额度是

固定的，给新客户的贷款空间就更小

了。

银行负债成本
转嫁贷款企业

从人民币信贷的结构来看，11月
份中长期信贷占比为42.84%，较10月
份下降15.94%。其中，企业中长期信
贷也由10月份1440亿元下降至858亿
元。企业中长期信贷有大幅改善，但

企业中长期贷款却大幅下降。

“企业贷款利率也随之上涨。”摩

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指出。

在2013年“钱荒”后，“借短融长”
的套利行为减少后，银行开始将短期

负债逐步转换为中长期负债，这使得

银行的负债成本开始攀升。

“为此，银行直接将负债成本转

嫁给有贷款需求的企业。”朱海斌解

释道，在存贷比、信贷规模管控下，银

行在创造流动性向企业提供资金。

而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已是

大势所趋。

“一方面，表外资产移至表内会

占用更多的资本金并挤压现有信贷

额度；另外，随着银行拉长负债期限

导致存款的成本上升。银行必然会选

择能接受更高贷款利率的企业来投

放贷款。”他解释道。

银行此举是在寻求与存款价格

匹配的资产以此确保自己的利益不

受损失。下一步，如果企业无法接受

银行的贷款利率，银行完全可以以利

率无法覆盖风险为理由拒绝向企业

发放贷款。

北京企业主小赵去银行申请贷款，但4年前的一次无心之失
让他陷入尴尬。

“我运作了很久的一个项目需要200万元的费用，本来之前
都盘算好了，但一些应收账款没有到位，所以需要贷款。但银行

工作人员说我的征信有问题，贷款很困难。”小赵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银行非常重视企业主的个人征信，贷

款、信用卡逾期不还等情况都会被计入个人征信记录，如果逾期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企业贷款。

小欠款引发大尴尬

小赵告诉记者，引发他信用问题最重要的部分，仅仅是70元
欠款。

“有一次发信用卡的朋友找到我向我推荐光大银行的信用

卡。他说如果我办卡，在帮助他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得到100元
的迷你一卡通。我觉得既是朋友又有礼物收就办了，虽然开通了

这张卡，但我从来就没用过。”小赵向记者表示。

“但在2010年这张卡连同我的钱包一起丢失，为了防止被盗
用我将其挂失，当时银行告诉我挂失和补办是连在一起的，直到

银行打电话催款我才知道，补卡要收20元，由于没有用这张卡消
费所以产生了50元年费一共70元。贷款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最大
的问题就出在欠了7个月的这笔70元欠款，逾期7个月属于非常
严重的失信，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不会批贷。”小赵沮丧地说。

提起这70元欠款造成的尴尬，小赵一脸郁闷。“从逾期未还
的金额就能看出来我肯定不是恶意的，早知如此别说让我还70
元了，还700元也行啊。”

某担保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企业主特

别是中小企业主一定要重视征信，以前征信体系不完整时，中小

企业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在放贷之前，需要花大量

的时间、人力和财力对中小企业的资信情况和还款能力进行调

查，和对大企业的贷款相比，银行担负着更高的成本，但同时还

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建立征信体系后，银行方只要查看征信就

能了解企业和企业主的基本信息。

该负责人表示，征信报告中会将涉及逾期的银行、款数和逾

期时间都详细列出，银行最重视的是逾期时间，如果超过3个月，
则很难批贷。

地下钱庄公开揽客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
华大厦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处。从记者进入大厅开始，就有人上

前搭讪询问是否需要贷款。进入电梯，记者遇到两位正在交谈的

工作人员，“这帮人成天在这，一说有可能贷款就会跟着，今天我

在电梯里看到好几次了。”

来到8楼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打
个人征信报告比较简单，本人带着身份证来自助打印就行了。

正当记者开始排队准备也打印个人征信报告时，一位手持

一摞名片的女子来到记者面前，一边询问是否需要贷款一边将

手里的名片递给记者，当记者表示不需要贷款时，她又与其他人

搭讪起来，随后，她干脆排进打印报告的队伍与排队者攀谈起

来。

正在此时，征信处保安到来并阻止上述女子的行为，“我看

你今天上午一直在这也不打报告，光发名片了，你不是来打报告

的，请你离开这里。”虽然有保安的阻止，但该女子并不惊慌：“我

就是来打征信报告的，不行吗？”

记者打印征信报告后离开，数位发放“贷款信息”者一直尾

随。记者离开恒华大厦，还有一位追上记者：“兄弟，给你介绍一

个真正贷款走银行的。”并塞给记者了名片。而这些名片上，充斥

着“车可贷、房可贷、无房无车信用贷、最快1天到账”，“信用贷款、
无抵押、无担保”的字样。

记者还发现，这些“融资经理”们不但给需要贷款的人进行

融资，有时甚至可能会买卖手中的“客户”，在记者得到的名片

中，其中一张的经营项目中就明确载明，“同行介绍客户，当时返

点20%”。

民间借贷鱼龙混杂

按照名片上的信息，记者以需要贷款为名暗访了数位“经

理”。他们均向记者表示，可以帮助贷款，其中一名甚至对记者说

“银行贷款10天左右即可到账”，但要先交1万元定金，手续费是5
万元。而在他的名片上，这个周期被更加缩短，企业经营贷款一

项被标注2—7天下款，而个人消费贷款更是被标注2—5天下款。
另一位“经理”则表示，现在银行贷款不好做，如果需要可提

供过桥资金，而过桥资金的月息是3.5%。
而关于上述“经理”诱人的说法，连同行都不相信，“银行贷

款10天左右下来基本上不可能，现在申请的贷款，春节前下来都
很难。”

1月9日，某长期从事担保行业的某担保公司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贷款10天左右能下来这种说法应该
是不靠谱的。”她以房屋抵押申请企业经营贷款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房屋抵押贷款相对较快，首先要评估，评估之后银行批贷，然

后再去抵押，以北京市的情况为例，如果房子在朝阳区，则只有

每周五才能去朝阳房管局排号预约，抵押登记之后银行才能放

款，这一套手续下来最快估计也要3个星期。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底银行贷款较为困难，而此时恰逢

企业“资金年关”。再加上有的小企业主平时没有注意自身的征

信问题，所以从银行贷款更加困难，地下钱庄乘虚而入。市场上

可谓鱼龙混杂，企业主切不可病急乱投医。

延伸

本报记者 郝帅

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某银行采取竞价额度管理。分行每天下午将小微金融业务汇总统

一上报总行参与竞价出账。通过与银行多轮沟通竞价，企业融资成本最高上升近八成。

跨年 24小时疯狂揽储：为“冲时点”行长一夜不睡
本报记者王莹

如果企业无

法接受贷款

利率，银行

完全可以以

利率无法覆

盖风险为理

由拒绝向企

业放贷。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