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额骗贷案件频发拷问信贷风控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实习记者 王方圆

司法机关近期判决并公布了多起银

行骗贷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给相关金融

机构带来巨额损失，更为银行内控风险敲

响警钟。

三类典型案件

为何骗子能够屡屡得手？从这些银行

骗贷案件来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冒用他人身份、伪造客户资料骗贷或者占

用客户贷款；二是以买空壳公司、虚构材

料等方式骗贷；三是骗子与银行内部员工

沆瀣一气，团队作案。

第一类案件大多以个人身份申请贷

款，涉案金额往往不会太大，属于小步快

跑型。例如，贵阳银行某支行客户经理何

某于2019年2月至5月期间伪造支行公

章，后通过秘密窃取或骗取的方式，将7

名客户的贷款资金占为己有。同时，利用

客户申请贷款资料并自行伪造“委托支

付” 等资料申请贷款。 据统计，何某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552.35万元，虚构事实、骗

取他人财产14万元并且侵占单位财产80

万元。

买空壳公司、虚构交易及财务材料的

骗贷方式更为常见。在近日公布的一起案

例中， 汝州农商银行前员工王某于2012

年至2016年期间通过利用空壳公司、伪

造虚假会计资料、 伪造供需合同等方式，

骗取银行700万元贷款。 不过，令人匪夷

所思的是，在上述贷款到期、贷款人无法

按时还款之际，该银行为防止出现不良贷

款，先后违规为相关贷款展期10个月，并

多次续贷、 更换贷款主体等， 最终造成

998.06万元经济损失。

部分案例还显示， 犯罪分子犯案手

法不断翻新， 对于银行风控体系精准筹

划，一切只为骗贷成功。 今年6月的一则

判决书显示， 被告人惠某刚以帮助企业

办理交通银行贷款为由， 要求企业经营

者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 并提出分用贷

款的条件，利用虚假购销合同，通过“受

托支付” 的方式先后7次骗取银行贷款

合计人民币4100万元， 被告人惠某刚获

得1982万元。其中5家企业申请的贷款已

逾期无法归还。

“受托支付” 本是风控方式，指将贷

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

人交易对象，目的是为了减小贷款被挪用

的风险。 在这一案例中，部分款项受托支

付至被告人惠某刚控制的无锡某商贸有

限公司对公账户，由被告人惠某刚分配或

使用资金。

银行骗贷案件中，对金融系统危害最

大的当属第三类，银行内外勾结，极易形

成大案。这类犯罪往往有银行内部人甚至

是分支行领导深度参与， 团队化作案，短

期内难以发现，一旦案发即是大案，往往

会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

在今年披露的银行骗贷相关案件中，

有数起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亿元，均为团伙

作案。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民泰商业银

行违法放贷案件。今年7月，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裁定披露 ，2012年年初至

2015年期间， 民泰商业银行杭州萧山支

行共计向333名企业或个人违法放贷约

7.38亿元，其中超过7.22亿元的贷款未能

收回，收回率仅约2.06%。

内外勾结终酿大案

以民泰商业银行骗贷案为例，时任杭

州萧山支行行长沈某，时任杭州萧山支行

业务三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谢某，

指使该支行业务二部总经理、主办客户经

理及杭州分行委派萧山支行的原风险经

理等10人， 先后以 “不进行贷款调查”

“让贷款人在空白贷款材料上签名捺印”

“虚构贷款理由”“伪造销售合同”“伪

造收款收据”“不实质审核贷款资料” 等

手段，共同炮制了巨额的违法放贷案。

另一起凉山州商业银行骗贷案中，被

告人为了骗得贷款，多次向凉山州商业银

行副行长陈盛文（已判刑）、凉山州商业

银行小客户中心主任毛某（另案处理）行

贿，金额共计303.6万元。 此案中，凉山州

商业银行被骗资金共计28120万元。 案发

前 ， 尚有本金 27428.48 万元及 利 息

13813.86万元未归还。

另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涉及阜民村

镇银行， 则暴露出银行高管对银行风控

体系“赤裸裸” 的破坏。 近期公布的判决

书显示，2015年5月至11月，阜民村镇银

行董事长刘某在任职期间为给好友韩某

放贷，不仅违规插手干预银行贷款业务，

甚至威胁时任行长张某 “若不能办，赶

紧滚蛋回家！ ” 。 随后，张某因害怕失去

工作而默许， 安排工作人员制作贷款资

料、贷款合同等文书并发放大额贷款，之

后又多次进行倒贷，累计倒贷达23笔，贷

款金额共计7.2亿元，形成不良和逾期贷

款1.2亿元。

拷问银行内控漏洞

有律师对记者表示， 层层风控背景

下，银行骗贷行为仍时有发生，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 首先是贷款三查不到位。 贷款

三查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基础工作，若是职

责没有履行到位，很容易引发漏洞。 二是

银行内部管理出现疏漏。一旦出现内部人

员尤其是高管与借款人勾结，风险管控措

施就极易沦为摆设。

子洲农商银行骗贷案中，原职工苏权

违规操作骗取子洲县农商银行资金达91

笔，实际诈骗贷款共计4282万元。 令人吃

惊的是，因为下岗,苏权失去了发放贷款

的资格，苏权便利用其弟担任子洲县农商

银行马岔分理处主任职务的便利，通过同

样的手段共同召集、串通他人替其非法获

取贷款。

有银行业人士指出， 从今年公布的

骗贷大案来看， 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不

发达地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 这些银行

大都由本地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

制而来， 资产质量和内部风控多少有些

“瑕疵” ，易形成风险事件。此外，城商行

和农商行层级少，组织机构扁平，信贷和

风控的负责人权限大，决策流程短，一旦

形成内部人控制， 极易出现内外勾结的

风险事件。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几年前，

彼时正是信用社改制的高峰期， 转轨期

间各类风险多发。“不过总体来看，随着

银行金融科技水平、 风险防控和内部治

理水平提升。 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和合

规性正在不断提升， 预计未来骗贷案件

的数量将会下降。 ”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

商品综合指数

86.69 87.05 -0.35 -0.41

商品期货指数

1176.32 1167.78 1179.78 1166.29 1178.16 -10.38 -0.88

农产品期货指数

935.13 938.8 941.54 930.7 935.48 3.32 0.35

油脂期货指数

607.61 618.43 620.87 604.47 607.33 11.11 1.83

粮食期货指数

1524.05 1519.2 1530.35 1515.67 1524.82 -5.62 -0.37

软商品期货指数

686.42 687.76 689.6 685.01 687.11 0.65 0.09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84.69 1172.41 1186.93 1170.49 1187.01 -14.6 -1.23

能化期货指数

530.14 531.19 533.44 528.23 531.22 -0.03 0

钢铁期货指数

1710.03 1670.74 1713.15 1665.61 1709.25 -38.51 -2.25

建材期货指数

1231.27 1219.04 1233.05 1215.18 1233.38 -14.3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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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9月21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9月21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51.01 960.25 948.98 959.64 11.54 955.14

易盛农基指数

1255.44 1271.17 1254.48 1270.56 17.17 1263.58

金融工具走进草原：

“保险+期货”给农户送上“定心丸”

□本报记者 薛瑾

驱车行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广袤田野和草原，葵

花、玉米、小麦、南瓜、紫花苜蓿、柠条、沙柳等植物交错出现，羊群在牧

草繁盛的地块成片映入眼帘。“这里是半农半牧地区，养殖业和农业

是支柱产业。 ” 日前赴四子王旗调研时，当地的一位同行告诉记者。

四子王旗过去是国家级贫困县，今年早些时候刚刚“摘帽” 。 由

于干旱频发、无霜期短，四子王旗脱贫的关键落在了解决农业种植经

济效益的问题上。 2019年，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期

货” ）玉米“保险+期货”项目试点落地四子王旗，并入选“大商所农

保计划” ，相当于在玉米价格剧烈波动时，送给农户一颗“定心丸” 。

农户积极参与

贾大爷一家是四子王旗的贫困户，数年前妻子的一场大病让这

个家庭“因病返贫” 。 据贾大爷介绍，妻子查出病的头年就花了16

万，后续复查费用“一次四千多，一年三四回” 。

近年来，贾大爷在种地之余养了些羊，但由于经济上捉襟见肘，

草料、羊倌费用投入有限，养羊规模始终赶不上同乡，主要收入来源

仍系于土地。 “靠着卖羊卖玉米，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 ” 他说。

“以前主要种葵花，卖价高，收入高。 ” 贾大爷说，但近年来葵花

生病严重，“去年赔了十来万” 。 取而代之的是玉米。

“去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 以前是10来亩， 去年种了100

亩。 ” 贾大爷介绍。 去年正是广州期货玉米“保险+期货” 项目试点

落地四子王旗之时，贾大爷也成了受益者。

谈起这个项目， 贾大爷写满沧桑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理赔政

策出来的第二天，我就交钱了，贫困户每亩交4元，最后赔付了8000

多元，对我们帮助很大。 ”

四子王旗去年积温低，玉米产量低，赶上价格也处低位，对于贾

大爷这样务农为主的贫困户来说可谓雪上加霜。8000多元的赔付款

虽然数目并不大，但对贾大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与贾大爷相比，同乡段大叔的日子过得要宽裕的多，算是农牧

大户。 段大叔表示，自己种地加养羊，种400多亩地，养将近200只

羊，玉米大部分卖掉，留一部分喂羊。

“假如说没有这个‘保险+期货’项目的话，收入会减少多少？ ”

在记者抛出上述问题后，段大叔回答道：“一亩赔100元左右” 。“去年

投保了300亩，每亩保费交了12元，最后总共赔付2.5万余元。 ”他说。

“保险+期货” 项目缓解了农户的种植压力。 农户们反映，今年

不管玉米价格高低，仍愿意参加项目。 这也映射出农民种地风险意

识的提高。

拓宽农产品避险渠道

农户们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他们是头一年投保‘保险+期货’

模式下的价格保险。以前种葵花的话，投保的都是基础保险。现在由

于‘好农好牧’ 的支持，新的险种也愿意积极投保了。 ” 中华联合财

险当地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位负责人提到的“好农好牧” ，指的是内蒙古好农好牧实业

有限公司，是四子王旗最大的化肥、地膜、种子、饲料等涉农产品销

售综合性公司。

得益于多年间在田间地头与农户建立的密切关系和信任度，好

农好牧成为该项目重要推动者。考虑到参与项目的贫困户自行筹措

部分保费存在一定难度，好农好牧无偿为贫困户提供了20%的保费

支持，以减轻贫困户的经济负担，为试点项目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该项目涉及的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分别为广州期货和中华联

合财产内蒙古分公司，覆盖玉米种植面积1.7857万亩，现货总量约

为1.25万吨，惠及吉生太镇、忽鸡图乡等多个乡镇的175户农户和1

家合作社，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53户，占比为86.9%，共计为当地

农户提供2500万元的风险保障。 项目结项时产生赔付约150万元，

户均赔付8522元，充分保障了当地农户的种植收益。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赔付率高达210%，在同类项目中名列前茅。

广州期货总经理严若中介绍， 考虑到参保农户大部分为贫困户，

自行筹措保费较为困难，经分析推演，设计保险产品和期权产品时加入

了“封顶条款” ，在充分保证农户利益的前提下明显减少期权费用。

试点项目在不违背市场价格和贸易规则的情况下， 提供了一条

能够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拓宽了农产品套保避险的

渠道。

探索模式升级

“过去咱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 现在是一种商品化的

经营模式，现在种是为了卖钱，过去种是为了吃饱。 ” 四子王旗农牧

和科技局副局长高文喜表示。

“得到农民认可了，咱们还会大面积推广。 ”他补充道，“下一步就

是进一步扩大保险范围，比如马铃薯、小麦、油菜籽等大宗农产品。 ”

严若中表示，“保险+期货” 模式推出以来，受到社会各方广泛

关注。 “期货+保险” 模式在2016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并连续5

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他表示，大多数农户的种植模式目前还是“小而散” ，但随着农

业集约化发展，农业种植会逐渐集中到合作社、大企业手里，这些主

体风险管理意识较强， 可以直接对接期货公司进行价格风险管理。

如此一来，保险公司这个“合作者” 就容易被“边缘化” 。

“收入险能更好地保障农户收益。 收入险包含两个变量———产

量和价格。价格风险由期货公司承担，产量风险则由保险公司承担，

因为保险公司掌握核心产量数据，存在感和作用更强，积极性也就

更高。 它能把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农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中

华联合财险内蒙古分公司农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志哲提出了未来

“保险+期货” 模式升级的思路。 他表示，希望能尽快把财政补贴用

于收入类保险，这更有利于“保险+期货” 走向商业化，让期货、保险

真正捆绑在一起。

融资性信保迎全流程管理规范

□本报记者 薛瑾

银保监会近日印发 《融资性信保业

务保前管理操作指引》和《融资性信保业

务保后管理操作指引》（简称 “两个指

引” ）， 重点针对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前风

险管理和保后监测管理两大环节建立标

准化操作规范。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个指

引” 覆盖保前、保后的全流程管理，尤其

针对当前融资性信保业务存在的突出问

题建立操作标准，针对消费者反映较为集

中的销售不规范问题，明确了销售管理的

操作标准；针对保险公司独立风控能力不

足问题， 明确了核保和系统功能要求；针

对合作方管理缺失导致风险传递的问题，

强化合作方要求和过程管理。

今年5月，银保监会印发《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简称 《办

法》），在经营条件、承保类型、禁止行为、

承保限额等方面，对信保业务提出明确监

管要求，在规范经营行为、防范金融交叉

性风险、强化风险管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两个指引” 则细化了《办法》有关

要求，建立标准化操作规范，降低保险公

司承保风险， 强化保险公司风险管控基

础。 “两个指引” 主要内容包括强化销售

环节透明性、强化风险审核独立性、强化

合作方管理、 建立保后监控指标和标准、

明确追偿方式及管理要求、明确理赔投诉

流程及标准六大方面。

“两个指引” 明确了销售环节信息披

露的具体内容和操作要求；建立销售可回

溯机制，如线下承保要“双录” ，线上承保

要留存电子销售记录等；明确承保告知内

容，做好投保风险提示等规范。 同时，“两

个指引” 还对核保政策、客户准入标准、

欺诈管理内容、抵质押物分类以及防范合

作方风险传递等方面做出了细化要求。

近段时间以来，各大险企信保业务频

频“踩雷” ，使得不少险企将该类业务视

为“烫手山芋” ，纷纷收缩信保业务规模。

分析人士称， 由于市场违约率上升，

信用风险事件增加，信用保证保险风险加

大，部分公司信保业务“踩雷” ，成为上半

年财险业的“不和谐音调” 。“信保大户”

人保财险今年上半年承保亏损逾29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

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指出，由于市场违

约率提升，信用风险事件增加，信用保证

保险风险加大，尤其是融资类信用保证保

险赔付快速增长，出现较大亏损。

车险综改来了 险企尚能饭否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薛瑾

备受瞩目的车险综合改革启动后，保

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关于改革后车险

保费的咨询量迎来了高峰时段。记者了解

到，车险费改革后，车主受到保障的内容

增加了，保费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浮动。

车险综合改革9月19日零时启动，多家

险企火速上线新产品并签出首单。 从实际

情况来看，新产品多实现了“加量减价” 。

对于开展车险业务的险企来说， 短期可能

会出现保费增长趋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情

况，中小险企甚至面临市场退出风险，但长

期来看，改革有望促进险企高质量发展。

保费下降成趋势

近日，人保财险、太保产险、平安产险

等险企纷纷上线新车险产品， 并签发首张

新保单。总体来看，各大险企的新车险产品

基本实现了“增保、降价、提质” 的目标。

以太保产险为例，其老客户贾先生因

驾驶习惯良好，一年来都没有出险，保费

从去年的4150元降至今年的3171元，降

幅为23.59%。

平安产险客户陆先生投保的新车险

保费为1944.25元， 保费支出较上年减少

408.35元，降幅达17.36%；众安新车险保

费较之前下降400多元。 中华财险客户谭

先生连续8年在该公司投保且多年未出

险，谭先生这次投保的车险新产品保费仅

为1600元，较去年下降约200余元。

车主保障更多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短期内对

消费者可做到“三个基本” ，即“价格基本

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不减，服务

基本上只优不差” 。在保费下降的同时，车

主可享受到更全面的保险责任和更优质

的增值服务。

如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

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

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

1万元提高到1.8万元。 商车险责任限额从

5万元至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元至

1000万元档次。 一些投保险企还附送“道

路救援”“年检代办” 等增值服务。

有保险人士分析， 交强险限额提高，

交通肇事强制赔付数额会更高，这有助于

保护事故中受伤者的权益。 在面临大额赔

偿情况时，交强险赔付有限，三责险额度

提升后，消费者可根据所在地区的状况选

择更高保额。

车损险方面， 在基本不增加保费支出

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获得更多保障， 如盗

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等情

形下的保险责任。在改革落地以前，上述保

险责任均需要额外投保。另外，部分免责约

定也被删除，如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等。

行业格局重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

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短期来看，险企

保费增长有可能趋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一

些险企承保盈利减少，甚至出现承保亏损。

但险企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

势必积极拓展非车险市场， 推动保险业务

的结构调整，改变粗放经营模式，建立精细

化、专业化的管理能力，增强细分风险的定

价能力； 中小主体要在细分市场培育形成

核心竞争力，避免市场退出风险。

平安产险董事长兼CEO孙建平认为，

车险综合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行业肯定会

面临一段时间的“阵痛” ，短期内行业车

险保费增速可能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综

合成本率可能会超过100%， 但市场化仍

是中国车险改革的最佳选择。

有券商分析师认为，费用率下降的同

时赔付率也有提升趋势，导致综合成本率

变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车险市场份额以

后肯定会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只有头部

公司有能力全面改革，小公司只能选择差

异化发展。

光大证券非银分析师王一峰表示，赔

付率上升可能给险企经营管理带来压力，

但查勘定损费用及险企之间结算费用减少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赔付支出上升的影

响，优化车险成本率，长期来看利好行业发

展，未来险企保费收入提升存在一定空间。

“头部险企科技业务布局较早， 在定

价能力、风控能力、获客能力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有望更快适应车险综合改革后的

市场环境，市场占有率料将进一步提升。”

王一峰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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