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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护航 银行倾力小微贷款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高改芳

“我们的任务就是拼命做普惠， 要达到监

管要求。 ” 某城商行行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

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简称 “《通

知》” )，提出以下目标：信贷投放方面，强调对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

及以下），全年要实现“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

款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 的“两增”

目标。 2019年继续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保持在合理水平。风险管控方面，在目前小微企

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 将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

不良率3个百分点。

某股份行支行长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反映，

去年他经办的小微企业贷款已经出现两笔违

约，至今还在积极处置中。“牵扯很大精力在解

决问题上， 拓展市场服务企业的脚步可能不得

不慢下来。 ” 该行长表示，从基层工作情况来

看，提高小微企业管理水平，整体改善民营企业

的营商环境，任重道远。

政策支持加码

2019年以来， 上海地区民营小微企业的经

营性贷款利率已经普降。

一家年营业额约三千万元的小企业主刘刚

（化名）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8年年中，他

从一家股份制银行处贷了300万元，当时的贷款

利率不到6%。“因为我没有房产抵押，这是我十

几年来第一次得到银行贷款， 没想到利率还这

么低。 ” 他感慨道。

进入2019年， 刘刚的该笔贷款利率进一步

降到了5.2%左右。 而且，这5.2%的利率里已经

包括了担保费。 得益于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

融资担保基金为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贷款利

率极大地降低了。

“最近有银行找我， 说不用法人对贷款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了。这才是正确的选择，政策是

在回归正确的道路。 ” 刘刚显得很高兴。他之前

从银行办贷款的时候，签了很多字，大意就是，

如果他还不上贷款，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可能

失去一切。 这让他颇为担心。

《通知》明确，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

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

分点。“这3个百分点就是用来免除我的无限连

带责任吧。 ” 刘刚笑着说。

《通知》还明确：将落实授信尽职免责与不

良容忍制度有机结合， 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

未超过容忍度标准的分支机构， 在无违法违规

行为的前提下，对相关业务责任人可免于追责；

明确商业银行申请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不

以完成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监管考核指标为前

提， 鼓励商业银行拓展支持小微企业的信贷资

金来源。 研究修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相关监管

法规， 适度降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资本占

用。 《通知》还就推动健全信用信息体系、深化

“银担”“银保”合作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

上海一家民营上市公司的董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今年以来的确能感到资金宽裕，利率

都在下行。“确有一部分资金‘流’到了中小微

企业这里。但因为民企的信用条件所限，得到的

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 ” 该人士称，可以看出监

管对这块越来越重视了，后续政策一出，过来的

资金可能会更多。

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8年末，全国全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49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3.81%。 其中，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6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21.79%，较各项贷款增速高9.2个百分点，有贷

款余额的户数1723.23万户， 比2018年初增加

455.07万户。贷款利率稳步下降，2018年第四季

度银行业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

率为7.02%，较一季度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18

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该类型贷款利率较一季度平

均下降1.14个百分点， 较好地实现了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两增两控”的目标。

银行厉兵秣马

迫于考核压力， 银行会把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指标下到各个支行。“监管有要求，我们必

须完成。 所以我们接下去就是拼命推进普惠金

融业务。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其他考量因素，就

是操作成本高一点。 ” 某城商行支行长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

无论对银行还是对个人， 大额贷款带来的

收益都更大一些。 某城商行支行长介绍，一笔1

亿元的贷款和一笔100万元的贷款，要花的人力

物力基本是一样的。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看，银

行愿意放大额贷款， 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兴趣不

大。“识别风险这一方面，银行对大企业和小企

业差不多的投入，但收益很不一样，是5亿和500

万的差距。 ” 该行长直言。

信贷员吴轲（化名）晚上9点接到中国证券

报记者的电话时显得颇为轻松。他透露，作为资

深信贷员， 他今年已经放了一笔3亿元的贷款，

全年的指标就差不多完成了。 吴轲说：“今年剩

下来的工作就是贷后跟踪， 协调一下其他同事

的工作。对于小微企业贷款，我已经让给其他同

事做了。 ”

吴轲承认， 争取到大客户的机会不是每年

都有的。大客户的议价能力强，大国企客户往往

还争取不到。 他说：“这个时候，我才会考虑做

小企业。 行里也规定，谁放了小企业贷款，就把

企业的结算、工资发放给到谁做。 ”

业内人士指出，和信贷员一样，在市场竞争

中不占优势的中小银行（如股份制银行、城商

行、农商行），对开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动力

更足。

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日前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专访时称， 民营企业贷款占平安银行总

贷款的59.3%。平安银行做无担保信用贷款已经

快15年了， 整个平安集团做无担保信用贷款也

快15年了，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风险模型。平安

银行的“零售新一贷” ，就是小微企业贷款。

谢永林坦承， 平安银行在尝试给中小企业

贷款上也有教训，但仍然矢志不渝地推进。 现在

平安银行普惠金融按照行业根据场景建立线上

的放贷平台。 以前的小企业事业部，现在已经更

名为普惠金融事业部， 主要围绕核心企业的上

下游做小企业贷款。“一个核心企业的上下游配

套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 我觉得，支持中

小企业，支持民营经济，不是口号。 银行自身的

生存问题，也要求银行要这样做。 ”谢永林说。

《通知》明确了差异化考核指标。 对于5家

大型银行，直接要求2019年力争总体实现“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0%以上” 。

对于城商行、民营银行、农商行等地方性法人机

构，对部分总体风险水平偏高、但正在积极进行

风险化解处置的法人机构，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不良率容忍度可在“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3个百分点” 的基础上适当放宽。

普惠任重道远

某股份制银行支行长骆俊（化名）日前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吐槽：2019年以来，他一直处于

焦躁不安的状态中———他在2018年放的两笔小

微企业贷款发生逾期，他现在天天忙着催收、打

报告。

“虽说政策要求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

率的容忍度，银行也并没有对我追责，但处置压

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出现的坏账多了，上海中

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就不愿为今后的

项目做担保。我的精力放在清收上，新的小微企

业贷款肯定放的少。 ” 骆俊表示：“审贷部同事

开我玩笑说，以前你每个月都提交单子，怎么最

近两个月都没新的（贷款）？ ”

骆俊介绍，在实际操作中，民营小微企业面

临方方面面的风险， 好好的企业在一个月内倒

闭也不是稀罕事。他遇到的这两起违约，企业主

都没有主观逃债意愿。

民营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 A公

司原本经营特色超市，有一定的排他性，现金流

充裕。公司董事长负责市场拓展，常年到处奔波

签订单。 公司的财务由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全权

负责。在董事长不在的时候，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串通一气，私用公章对外担保。被担保企业债务

违约后，债主找到了A公司。 而A公司拖欠供应

商7000多万元货款。因为牵涉面大，当地法院迅

速判令A公司拍卖资产，清偿债务。

“一个月前， 我去A公司查看还一切正常。

一个月后，就已经全部拍卖结束了。 ”骆俊惊骇

道，他放出去的300万元贷款由此逾期。 “不过

好消息是， 下一步拍卖房产， 应该能够偿还贷

款，就是还要等。 ”

B公司的例子更能反映出营商环境的改善任

重道远。 B公司为知名汽车厂商做配套， 订单充

足，年营业额6000万元左右。B公司为响应某地招

商引资的号召，在江苏某地建了厂房。但厂房建造

好之后，就与施工方和园区等方面发生了纠纷。多

次诉讼，多次开庭，企业生产无法进行不说，银行

抽贷、股东撤资纷至沓来。“和企业主沟通之后，

我非常同情企业主的遭遇。 某些部门深度介入企

业经营的问题很突出。 我们给企业的200万元贷

款，大概率是收不回来了。 ”骆俊很沮丧。

而在出现坏账的时候， 不正常的情况又出

现了：越是大额贷款，越是不怕逾期。 “比如我

们行对一个大客户的贷款有2亿元。还款期限到

了，他打电话来说还不上，要求展期。我不同意，

大客户直接说，那你们算我逾期好了。 2亿元的

逾期谁承担的了啊？ 于是，我们乖乖延期半年。

这笔贷款又成为正常贷款了。 ”骆俊透露。

而且，如果真的出现亿元以上的坏账，基层

支行或许还有“豁免” 的可能。 骆俊说，上亿元

的贷款损失，如果要从支行开始追责，那往往意

味着整个支行的全员离职。 再说，支行的这些大

客户往往是分行“搞定” 的。 出现逾期后，这笔

不良贷款会“上收” 至分行处理，支行的处置压

力反而会减小。

“我看到《通知》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振

奋。 从基层来讲， 做好小微企业贷款任重道

远。 ” 骆俊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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