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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频频喊话 银行“有苦难言”

“小微”融资 好政策遭遇“落地难”（主）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就我本人来说，本地好几家银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我的朋友，平时经常一起喝茶聊天都很愉快，但是如果需要贷款的话，他们还是告诉我无能为力，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毕竟我们这种小企业没有贷款抵押物。”老王是江苏一家小型制造企业的负责

人，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像他这样因为缺少抵押物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在江浙一带比比皆是，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日前高层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尽快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精神，力促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能见到实效。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江浙多个地区了解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业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是监管部门要求更多信贷资源进入小微、三农等领域，另一方面是长三角部分地区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个

别银行不良贷款率甚至一度高达5%。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指出，长三角地区小微企业融资难，症结不在于流动性不足而在于信贷结构未得到有效调整，商业银行应优化小微企业贷款管理，研发创新型贷款抵押模式，采取续贷提前审批、设立循环贷款等方式，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 更为重

要的是，解决企业融资难还应加大多元化金融供给，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

不抵押无贷款

小微企业获贷率不足50%

老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这些小微企业，百分之百是要用自家的个人房产、地皮或者车子去银行作抵押的。 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总之就是一句话，不抵押无贷款！ 不过我个人的信用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抵押的房产，银行没有给我打折扣，几乎

是按照市场价贷款给我的。 ”即便如此，老王也只能在银行申请到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且贷款利率要上浮20%-30%，但是老王却反复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很满足了。

实际上，许多小微企业都面临和老王一样的“尴尬” ，不少科技型企业尤甚。江苏格美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辉，同时也担任南通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理事长、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他多次向地方政协反映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他对记者表示，许多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办公用地是租用的、资产规模也很小。 因此，尽管是国家支持的高新技术行业，小微科技型企业仍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由西南财经大学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为46%，11.6%申请贷款被拒，42.4%的小微企业是并未申请贷款。报告显示，全国有4.8%的小微企业资产小于负债。在有负债的小微企业中，超过两成已经资

不抵债。 以此推算，中国已经有267万个资不抵债的小微企业。

陆建辉表示，“我的企业目前在行业里算是各方面资质比较好的，融资成本全部算下来大概在9%-10%左右，但其他规模更小的企业融资成本肯定比我们高，因为得不到贷款只能去民间融资了。 ”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缺少贷款抵押物的小微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只能采取互保、反向担保的方式。 一般是由行业协会出面搭台，几家小微企业互相担保。 但这种“抱团取暖” 的方式也蕴含着巨大风险，一旦某家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就会以“多米诺骨

牌” 的速度蔓延。

一位小企业主无奈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担保企业即使愿意为那家企业还钱，但最后还是会上银行的‘黑名单’ ，以后自己想要贷款也贷不到，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公平。 ”

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二季度运行情况显示，二季度通过信用方式融资的利率为16.77%，相比一季度上升2.71个百分点。 部分企业陷入担保链困境，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亟需信贷资金支持，但由于企业自身风险及信用体系的破坏，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要

求，转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寻求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信用融资方式利率的回升。

“老王们”很羡慕大型企业不仅不用考虑贷款抵押物问题，而且可以获得非常便宜的银行贷款。“大企业的贷款方式可以有很多，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应收账款也可以用来作抵押。其实我们的产品很有市场，只要给我几百万的启动资金，后续就会有几千万

的订单了，但是这些在银行那里都是‘浮云’ 。 ” 说到此处，老王很无奈。

那么，银行差钱么？多数江浙地区银行业内人士给出的答案是：银行不差钱。且不论6月至7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监管部门接连出手，从定向降准到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所释放出的千亿甚至万亿资金量。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银行业用5年

时间已经增加了贷款44.93万亿元，远超过去60年贷款增量的总和。

“老王们”都知道，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是银行们的“最爱” 。

不过，在银监会的要求下，江浙各个地市多年来均对小微企业完成“两个不低于” 的信贷投放。 江苏省银监局副局长丁灿表示，“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我相信在可利用的规模内，各家银行都是可以支持的。 关键在于企业的需求是否真实、合理。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小微企业订单量不足、开工量下降，导致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的情况也客观存在。 江浙多个地市均不同程度出现了企业提前还贷的情况。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无奈地道，“你想投放贷款的企业不想贷，想贷款的企业你又不敢贷。 今年无论是什么企业，都出现了订单增速放缓的情况，企业不再轻易扩张或者扩大生产规模，自然不需要那么多钱了。 而为了节约财务成本，企业选择提前还贷也属于

情理之中。”浙江泰隆银行从2012年开始监测小微企业指数，目前小微企业整体信用状况处在下滑阶段，资产质量压力相对较大。具体而言，个体户信用状况得到改善，小企业信用状况有所下降；小微企业的财务状况有所下滑，企业经营稳定性略有下降，综合管

理水平也并无明显改善迹象。

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却“开足马力” 。 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了地方政府“兜底” 的银行，自然乐得将资金投向这些领域。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末，宁波银行业共确定重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单位

103家，为其提供表内外授信868.59亿元，年内拟新增贷款规模211.68亿元。

忧“不良”怕“跑路”

银行贷款投放更加谨慎

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业发达，同时也是银行业的“淘金”圣地。 在江浙，一个地级市就有超过40家商业银行机构“扎堆” ，某些支行的年度新增贷款甚至超过某些中西部地区的分行。

既然银行“不差钱” ，政策层面也大力引导，为何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却不敢有“太大动作” ？ “老王们”的融资难是不是仅仅因为缺少贷款抵押物？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现如今，江浙地区的小微企业贷款着实成为商业银行的“敏感地带”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江浙多个地市，当地银行业内人士坦言，目前来看，不良贷款新增的速度并未明显减缓，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银行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越在

经济下行期，抵质押物对银行防范风险越重要。 在前一轮的刺激政策中，一些企业的融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目前抵质押品也不够充足，银行很难将信贷继续投向这些企业。

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晓飞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银行‘贷前、贷中、贷后’都非常谨慎。你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是怎么去了解企业真实生产经营状况的。我们不和企业打招呼，也不和地方政府打招呼，就是自己开着车就直接去企业了，到了厂区门口保安

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银行的，就说是企业的客户。 绕这么大圈子，就是为了去看看企业目前的真实状况。 ”

记者笑称银行怎么干起了“FBI” 的活儿，徐晓飞无奈表示“银行也不容易” 。徐晓飞称，通过银行的“摸底” ，他们了解到许多小微企业今年的状况与往年相比确实不太好，由于订单量下降、库存高企，导致利润下降，其中以小微制造企业尤甚。更多企业生产

相对萎缩，对银行依赖度更高、资金链也更紧，“这样的企业就算能承受很高的贷款利率，你敢不敢贷？ ”

一位江浙地区的基层银行信贷员这样总结道：在江浙，愿意出10%甚至20%以上贷款利率的小微企业，老板基本都是做好“跑路”准备的；即便自身没有问题、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因为联保、互保问题而“瞬间”破产。 根据浙江省的有关数据，互保、联保

模式约占浙江企业融资比例的40%，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比例超过60%。 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2013年年报显示，报告期末，该行贷款最多的前十大客户中有六位是保证形式的贷款。

此前两年浙江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爆炸”让当地银行业内记忆犹新。 据当地银行业内人士透露，即便到现在，某些银行在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率还在5%左右，要彻底收拾好“烂摊子” ，估计还得好几年时间。

再看银行忌惮的不良贷款问题，从去年开始就频繁出现在各上市银行年报、季报中的长三角不良贷款问题仍在“发酵” 。各上市银行今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各家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承压，问题还是集中在长三角制造行业。中行、建行、农行等大行不良贷款率已

经集体逼近1%的警戒线。 以不良贷款余额来计算，建行一季度末不良额908.08亿，较年初上升55.44亿，增速达到6.5%﹔中行一季度末不良贷款从年初的732亿上升到803亿，上升近10%。 若以环比增速来看，上市银行普遍不良余额增速都在5%以上，部分股份制

银行的增速更高达10%以上。

因此，在不良贷款率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已经很难进一步“加码”推进过去两年较为激进的小微贷款业务。民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邹恒超表示，从一季报来看，此前以小微贷款著称的民生银行的小微贷款增长停滞，已出现连

续两个季度小微贷款余额未增长，这反映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出于“不良”的考虑对民营和小微贷款投放变得更为谨慎。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地方银行业内人士坦言，今年要继续完成小微企业贷款“两个不低于” 面临较大压力。

高不成低不就

“尴尬”利率折射创新短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友力机电优先公司董事长陈星均几次呼吁，希望银行贷款利率能够再低一些、贷款期限能够再长一些。 但同样作为企业的商业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贷款利率太低恐怕不足以覆盖风险和成本，贷款利率太高又怕“无人问津”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老王还是陈星均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企业在某个时点非常缺钱，应收账款却迟迟收不回来，而这个时候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还贷了，不少小微企业不得不寻求民间融资去偿还银行贷款本息。 就在这一来一回的“倒贷” 过程

中，不少原本勉强维持运转的小微企业倒下了。

最新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显示，目前一月期、三月期、六月期、一年期、一年期以上的年化利率分别为23.94%、19.20%、16.48%、15.55%、15.96%。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资源供给较为充分的江浙地区，拥有有效贷款抵押物的小微企业贷款成本

普遍在10%-15%左右，而在中西部等金融供给不够充分的地区，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普遍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上浮60%、70%甚至100%。

银监会近日印发《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力促解决“倒贷”问题，要求商业银行科学运用循环贷款、年审制贷款等业务品种，合理采取分期还款等灵活的还款方式，提高小微企业使用贷款资金的便利程度，减

轻小微企业一次性还款压力。

尽管政策“福音” 频传，多数小微企业主却坦言，根据以往经验，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非常艰难。 尤其是，小微企业千军万马挤银行融资“独木桥” 的现状亟待改变。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目前大型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而地区性中小银行对于当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比较容易掌控，能控制风险，也不会主动去服务大企业，大力发展地区性银行可解

决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也反复强调，银行必须回归到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但是支持实体经济绝不是银行能独立完成的事情。他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地让银行更多放款，甚至是不顾风险，更多地给困难的企业放款。而是银行业在支持实

体经济过程当中，在防范风险、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要为那些符合结构调整、符合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提供更好支持和服务。

王兆星认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局限于银行信贷这一条渠道，还应该有一个“大金融”的概念，应该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机构来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同时也增加市场的公平竞争。在盘活存量的同时，怎么样增加有效的

资金供给增量，需要更多的金融创新，包括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各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租赁市场、金融消费市场等。

有政策缺决心

地方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指出，支持实体经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仅依靠银行等金融机构远远不够，地方政府是否“给力”也尤为重要。 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直言，“财政税收对小企业征收的税太多，应该

对小型或部分微型企业完全免税，小微企业本身就没有多少钱，未来要从根本上免税。 ”

在江苏赛奥生化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该公司动保事业部助力副总裁周劲告诉记者，由于自己的企业属于高科技型企业，所以他所申请的每一笔担保贷款，都可以享受地方政府1%的担保费率补贴，企业只需支付1%左右的担保费用即可。 然而，并不是所

有的中小微企业都如此“幸运” ，据悉获得这个补贴的企业占比非常低。

专家认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地方政府应“下决心”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结合地方实际的产业情况，有针对性地设立一些扶持基金或发展基金；对经营状况良好的外贸型企业，可以设立外贸发展基金等。 另外，对于小微企业税费

减免、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力度也需加大。 为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小微企业提供财政贴息贷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效果也比减税要好得多。 另外，为撬动商业银行投放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动力，可考虑公共性存款配比制度。 比如，根据银行对某

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程度和支持规模来配比财政存款，将这些因素纳入财政存款招标评价体系，支农支小贷款规模大、力度深的银行可以相对优先获得财政存款。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火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占用了较多的银行信贷资源。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地方政府应适当控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能无限制地产生融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实体经济的资源。

小微企业融资

■ 记者手记

小村里的“集团授信”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我们村是信用村，所以我们贷款

可以享受到优惠利率， 我们没有贷款

抵押物， 我们有的就是农民最朴实的

信用。 ”说到这里，浙江象山县定塘镇

沙地村村支书郑经柱颇为自豪。 而中

国证券报记者走进沙地村， 除了满山

郁郁葱葱，风光颇为秀丽，其他与普通

的村子并无太大差别。记者不禁纳闷：

这个“集团”到底在哪儿？

浙江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理事

长谢语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郑经

柱所说的， 其实是象山农信社首创的

“村民集团授信”模式。 定塘镇沙地村

2012

年获评“信用村”，象山农信社授

信

720

万元，先后有

90

户农户获得贷款

470

万元，用于发展“农家客栈”旅游项

目等。

他进一步解释道，

2009

年， 他们

开始探索建立“村民集团授信”贷款

服务模式，通过“村评议小组

+

村支

农联络员

+

农信社”服务模式，农村

信用社贷款资金打包由“信用村”的

村民自行管理， 村民凭借村委会的

“村民贷款推荐书”就能贷款，并可

享受农信社利率优惠、手续简便、额

度保证等绿色直通车服务。 农信社

对

10

万元以下贷款采用丰收小额贷

款卡方式发放，具有“一次授信、三

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特点。

谢语诚笑称，“只有村里的当地人

才了解当地人，村支书、妇女主任、大

学生村官等， 他们都成了我们的一线

‘信贷员’， 帮助我们完成负责对村民

的贷前、贷中、贷后的‘三查’。 ”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了解到，对集

团授信村的村民授信按定价利率下

浮

20%

， 信用记录良好的农户周转贷

款利率再打

9

折， 贷款平均利率控制

在

7%

以内。 同时，贷款不良记录超过

“信用村”限定不良容忍度的，该村贷

款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取消利率

贷户优惠政策；行政村年底评定时不

良率超过

5%

的，将取消其“集团授信”

资格。

“所以， 我们的村民都是互相监

督，互相督促，大家都要按时还款，否

则就会影响全村人的利益。”不仅仅是

郑经柱这个村支书， 所有的普通村民

都主动做起了贷后“监督员”。

记者走访时， 不少当地村民告诉

记者，“村民集团授信” 让他们这些本

无法在银行获得贷款的农民获得了

“致富”资金，自己的收入也有了极大

提高。

以沙地村为例，该村目前有村民

227

户、

840

人。 通过“村民集团授信”

让村里组建起

3

家乡村旅游服务公

司， 主营现代农业和农家休闲旅游。

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几年前的

4500

元

/

人提高到目前的

25000

元

/

人。

几个村民笑嘻嘻地告诉记者，“别看

我们村子不大，现在我们村有

70

多户

农家乐，每天接待来自江浙沪的游客

1400

多人呢。 ”

谢语诚告诉记者， 目前 “集团授

信” 模式已经在浙江大部分地区推广

开， 也有不少商业银行开始采取类似

的授信模式。 象山农信社集团授信贷

款

85%

以上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初步

形成了白鹅、柑桔、梭子蟹、南美白对

虾、杨梅、大黄鱼、紫菜等特色产业拳

头产品，年产值达

20

亿元。 五年来，该

项工作已在象山

58

个村推广， 支持农

户贷款授信户数

3.6

万户，农户贷款覆

盖面达

26.92%

，位居宁波农信系统第

一。截至

2014

年

5

月末，该行“村民集团

授信”贷款授信余额

3.25

亿元，发放农

户贷款

3.3

万户次合计

38.8

亿元， 迄今

无一例贷款违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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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策缺决心 地方政府需加大扶持力度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指出，支持实体经济，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仅依靠银行等金融机构远远

不够，地方政府是否“给力” 也尤为重要。 原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直言，“财政税收对小企

业征收的税太多，应该对小型或部分微型企业完

全免税，小微企业本身就没有多少钱，未来要从

根本上免税。 ”

在江苏赛奥生化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该公司动保事业部助力副总裁周劲告诉记者，

由于自己的企业属于高科技型企业， 所以他所

申请的每一笔担保贷款， 都可以享受地方政府

1%的担保费率补贴， 企业只需支付1%左右的

担保费用即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微企业

都如此“幸运” ，据悉获得这个补贴的企业占比

非常低。

专家认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地方政府应“下决心” 发挥更大的作用。比

如，可以结合地方实际的产业情况，有针对性地

设立一些扶持基金或发展基金；对经营状况良好

的外贸型企业，可以设立外贸发展基金等。另外，

对于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力

度也需加大。 为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小微企业

提供财政贴息贷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

本，效果也比减税要好得多。 另外，为撬动商业

银行投放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动力，可考虑公

共性存款配比制度。 比如，根据银行对某个地区

或者行业的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程度和支持规模

来配比财政存款，将这些因素纳入财政存款招标

评价体系，支农支小贷款规模大、力度深的银行

可以相对优先获得财政存款。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火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

占用了较多的银行信贷资源。交通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连平认为，地方政府应适当控制基础设施建

设需求，不能无限制地产生融资需求，这在很大

程度上占用了实体经济的资源。

高层频频喊话 银行“有苦难言”

“小微”融资 好政策遭遇“落地难”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就我本人来说，本地好几家银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我的朋

友，平时经常一起喝茶聊天都很愉快，但是如果需要贷款的话，他们

还是告诉我无能为力，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毕竟我们这种小

企业没有贷款抵押物。 ” 老王是江苏一家小型制造企业的负责人，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像他这样因为缺少抵押物而无法获得银行

贷款的企业，在江浙一带比比皆是，也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

因之一。

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日前高层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国有金融

机构尽快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

问题的精神，力促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能见到实效。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江浙多个地区了解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的大背景下，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的银行业正承受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一方面是监管部门要求更多信贷资源进入小微、三农等

领域，另一方面是长三角部分地区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个别银

行不良贷款率甚至一度高达5%。

专家和银行业内人士指出，长三角地区小微企业融资难，症结

不在于流动性不足而在于信贷结构未得到有效调整，商业银行应优

化小微企业贷款管理，研发创新型贷款抵押模式，采取续贷提前审

批、设立循环贷款等方式，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获得率。 更为重要的

是，解决企业融资难还应加大多元化金融供给，发展面向小微企业

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

不抵押无贷款 小微企业获贷难上加难

老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这些小微

企业，百分之百是要用自家的个人房产、地皮或

者车子去银行作抵押的。 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总之就是一句话，不抵押无贷款！ 不过我个人的

信用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抵押的房产，银行

没有给我打折扣， 几乎是按照市场价贷款给我

的。 ” 即便如此，老王也只能在银行申请到一年

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 且贷款利率要上浮20%

-30%，但是老王却反复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很满

足了。

实际上，许多小微企业都面临和老王一样的

“尴尬” ，不少科技型企业尤甚。 江苏格美高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辉，同时也担任南通

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理事长、政协江苏省委员会

委员，他多次向地方政协反映中小科技型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他对记者表示，许多中小微

科技型企业的办公用地是租用的、资产规模也很

小。 因此，尽管是国家支持的高新技术行业，小

微科技型企业仍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由西南财经大学等机构发布的 《中国小微

企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

款的比例为46%，11.6%申请贷款被拒，42.4%的

小微企业是并未申请贷款。 报告显示， 全国有

4.8%的小微企业资产小于负债。 在有负债的小

微企业中，超过两成已经资不抵债。以此推算，中

国已经有267万个资不抵债的小微企业。

陆建辉表示，“我的企业目前在行业里算是

各方面资质比较好的，融资成本全部算下来大概

在9%-10%左右， 但其他规模更小的企业融资

成本肯定比我们高，因为得不到贷款只能去民间

融资了。 ”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缺少贷款抵押物的小微

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只能采取互保、反向担

保的方式。 一般是由行业协会出面搭台，几家小

微企业互相担保。 但这种“抱团取暖” 的方式也

蕴含着巨大风险， 一旦某家企业资金链断裂，风

险就会以“多米诺骨牌” 的速度蔓延。

一位小企业主无奈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担保企业即使愿意为那家

企业还钱，但最后还是会上银行的‘黑名单’ ，以

后自己想要贷款也贷不到，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公

平。 ”

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二季度运行情

况显示， 二季度通过信用方式融资的利率为

16.77%，相比一季度上升2.71个百分点。 部分企

业陷入担保链困境，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亟需信贷

资金支持，但由于企业自身风险及信用体系的破

坏，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要求，转而向非银行金融

机构寻求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信用融资方

式利率的回升。

“老王们” 很羡慕大型企业不仅不用考虑贷

款抵押物问题，而且可以获得非常便宜的银行贷

款。“大企业的贷款方式可以有很多，抵押贷款、

信用贷款，应收账款也可以用来作抵押。 其实我

们的产品很有市场， 只要给我几百万的启动资

金，后续就会有几千万的订单了，但是这些在银

行那里都是‘浮云’ 。 ” 说到此处，老王很无奈。

那么，银行差钱么？ 多数江浙地区银行业内

人士给出的答案是：银行不差钱。 且不论6月至7

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监管部门接连出手，从

定向降准到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所释放出的千

亿甚至万亿资金量。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

年，中国银行业用5年时间已经增加了贷款44.93

万亿元，远超过去60年贷款增量的总和。

“老王们” 都知道，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是银行们的“最爱” 。

不过，在银监会的要求下，江浙各个地市多

年来均对小微企业完成“两个不低于” 的信贷投

放。 江苏省银监局副局长丁灿表示，“对于小微

企业贷款，我相信在可利用的规模内，各家银行

都是可以支持的。 关键在于企业的需求是否真

实、合理。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小微企

业订单量不足、开工量下降，导致有效信贷需求

下降的情况也客观存在。江浙多个地市均不同程

度出现了企业提前还贷的情况。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无奈道，“你想投放贷款

的企业不想贷，想贷款的企业你又不敢贷。 今年

无论是什么企业， 都出现了订单增速放缓的情

况，企业不再轻易扩张或者扩大生产规模，自然

不需要那么多钱了。 而为了节约财务成本，企业

选择提前还贷也属于情理之中。 ” 浙江泰隆银行

从2012年开始监测小微企业指数， 目前小微企

业整体信用状况处在下滑阶段，资产质量压力相

对较大。具体而言，个体户信用状况得到改善，小

企业信用状况有所下降；小微企业的财务状况有

所下滑，企业经营稳定性略有下降，综合管理水

平也并无明显改善迹象。

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棚户区改造等却 “开足马

力” 。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了地方政府“兜底” 的

银行， 自然乐得将资金投向这些领域。 数据显

示，截至2014年5月末，宁波银行业共确定重点

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单位103家，为其提供表内

外授信868.59亿元，年内拟新增贷款规模211.68

亿元。

忧“不良” 怕“跑路” 银行贷款投放慎之又慎

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业发达，同时也是银行

业的“淘金” 圣地。在江浙，一个地级市就有超过

40家商业银行机构“扎堆” ，某些支行的年度新

增贷款甚至超过某些中西部地区的分行。

既然银行“不差钱” ，政策层面也大力引导，

为何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却不敢有 “太

大动作” ？ “老王们” 的融资难是不是仅仅因为

缺少贷款抵押物？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现如今，江浙地区的小微

企业贷款着实成为商业银行的“敏感地带” 。 中国

证券报记者走访江浙多个地市， 当地银行业内人

士坦言，目前来看，不良贷款新增的速度并未明显

减缓，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银行真是“想说爱你

不容易” 。 越在经济下行期，抵质押物对银行防范

风险越重要。 在前一轮的刺激政策中，一些企业的

融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目前抵质押品也不够充

足，银行很难将信贷继续投向这些企业。

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晓飞无奈地告诉记

者，“现在银行‘贷前、贷中、贷后’都非常谨慎。你

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是怎么去了解企业真实生产

经营状况的。 我们不和企业打招呼，也不和地方政

府打招呼，就是自己开着车就直接去企业了，到了

厂区门口保安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也不敢说

自己是银行的， 就说是企业的客户。 绕这么大圈

子，就是为了去看看企业目前的真实状况。 ”

记者笑称银行怎么干起了“FBI” 的活儿，

徐晓飞无奈表示“银行也不容易” 。徐晓飞称，通

过银行的“摸底” ，他们了解到许多小微企业今

年的状况与往年相比确实不太好，由于订单量下

降、库存高企，导致利润下降，其中以小微制造企

业尤甚。 更多企业生产相对萎缩，对银行依赖度

更高、 资金链也更紧，“这样的企业就算能承受

很高的贷款利率，你敢不敢贷？ ”

一位江浙地区的基层银行信贷员这样总结

道：在江浙，愿意出10%甚至20%以上贷款利率

的小微企业，老板基本都是做好“跑路” 准备的；

即便自身没有问题、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因

为联保、互保问题而“瞬间” 破产。根据浙江省的

有关数据，互保、联保模式约占浙江企业融资比

例的40%，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比例超过

60%。 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2013年年报显示，报

告期末，该行贷款最多的前十大客户中有六位是

保证形式的贷款。

此前两年浙江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爆炸”

让当地银行业内记忆犹新。据当地银行业内人士

透露，即便到现在，某些银行在温州地区的不良

贷款率还在5%左右，要彻底收拾好“烂摊子” ，

估计还得好几年时间。

再看银行忌惮的不良贷款问题，从去年开始

就频繁出现在各上市银行年报、季报中的长三角

不良贷款问题仍在“发酵” 。 各上市银行今年一

季报数据显示， 各家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承压，问

题还是集中在长三角制造行业。中行、建行、农行

等大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集体逼近1%的警戒线。

以不良贷款余额来计算， 建行一季度末不良额

908.08亿，较年初上升55.44亿，增速达到6.5%；

中行一季度末不良贷款从年初的732亿上升到

803亿，上升近10%。 若以环比增速来看，上市银

行普遍不良余额增速都在5%以上， 部分股份制

银行的增速更高达10%以上。

因此，在不良贷款率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

较高增速的情况下， 上市银行已经很难进一步

“加码” 推进过去两年较为激进的小微贷款业

务。 民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邹恒超表示，从一季

报来看，此前以小微贷款著称的民生银行的小微

贷款增长停滞，已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小微贷款余

额未增长，这反映了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出

于“不良” 的考虑对民营和小微贷款投放变得更

为谨慎。

在采访过程中， 多位地方银行业内人士坦

言， 今年要继续完成小微企业贷款 “两个不低

于” 面临较大压力。

高不成低不就 “尴尬” 利率折射创新短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友力机电优先公司

董事长陈星均几次呼吁，希望银行贷款利率能够

再低一些、贷款期限能够再长一些。 但同样作为

企业的商业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贷款利率太低

恐怕不足以覆盖风险和成本，贷款利率太高又怕

“无人问津”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老王还是陈

星均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企业在某个时点非常

缺钱，应收账款却迟迟收不回来，而这个时候银

行贷款到期需要还贷了，不少小微企业不得不寻

求民间融资去偿还银行贷款本息。 就在这一来

一回的“倒贷” 过程中，不少原本勉强维持运转

的小微企业倒下了。

最新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显

示，目前一月期、三月期、六月期、一年期、一年期

以 上 的 年 化 利 率 分 别 为 23.94% 、19.20% 、

16.48%、15.55%、15.96%。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

融资源供给较为充分的江浙地区，拥有有效贷款

抵押物的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普遍在10%-15%

左右， 而在中西部等金融供给不够充分的地区，

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普遍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上

浮60%、70%甚至100%。

银监会近日印发《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

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力

促解决“倒贷”问题，要求商业银行科学运用循环

贷款、年审制贷款等业务品种，合理采取分期还款

等灵活的还款方式， 提高小微企业使用贷款资金

的便利程度，减轻小微企业一次性还款压力。

尽管政策“福音” 频传，多数小微企业主却

坦言，根据以往经验，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非常艰难。 尤其是，小微企业千军万马挤银行融

资“独木桥” 的现状亟待改变。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目前大型商业银行一般

不愿意贷款给中小微企业和农户， 而地区性中小

银行对于当地的企业和企业家比较容易掌控，能

控制风险，也不会主动去服务大企业，大力发展地

区性银行可解决部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也反复强调，银行必须

回归到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但是支持实

体经济绝不是银行能独立完成的事情。 他表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地让银行更多放

款，甚至是不顾风险，更多地给困难的企业放款。

而是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当中，在防范风

险、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要为那些符合结构调

整、符合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提供更好

支持和服务。

王兆星认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

不能局限于银行信贷这一条渠道，还应该有一个

“大金融” 的概念，应该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

具、金融手段、金融机构来增加资金的有效供给，

同时也增加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盘活存量的同

时，怎么样增加有效的资金供给增量，需要更多

的金融创新，包括发展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

各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租赁市场、金融消

费市场等。

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