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笔坏账击碎信贷主管“行长梦” 下半年银行放款左右为难

本报记者 梅俊彦

最近，华南地区某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的信贷主管颇为郁闷，原本他已被视为“准副行长” ，可“市道不佳”导致他负责的项目暴露出3笔坏账，他的“行长梦”因此泡汤。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银行信贷状况出现尴尬：一方面坏账暴露增多，另一方面企业需求下降明显，面对减少的客户和可能增大的风险，放款与否让银行“左右为难” 。 在银行放款有所迟疑的时候，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相中”了P2P网贷平台的“圈钱”功能，业内普遍担忧网贷平台会演变为少数企业的“自融神器” 。

不良贷款压力加剧 信贷主管“行长梦”泡汤

这位“行长梦”破灭的信贷主管，6月份之后他的项目连续暴露出3笔坏账。 据了解，三笔坏账均由无抵押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造成。

从今年银行业的信贷质量变化来看，上述信贷负责人的遭遇多少“有点冤” 。 据了解，下半年以来，上述信贷主管所在城市的银行信贷状况并不乐观，其中某股份制银行有一位借款数额较大的客户“跑路” 。 今年以来，该地区一家国有大行分支机构在房贷上暴露出2单坏账，在车贷和非住房贷款上暴露出各1单坏账。

上市银行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上市银行逾期贷款增加2422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167亿元；关注类贷款增加1391亿元，而去年同期是减少155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经核销转出还原发现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强劲，上市银行的不良真实生成额较2013年同期增长112%，半年增量已相当于2013年全年不良真实生成额的87%。

业内在年中的时候就普遍预期下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暴露的压力仍然较大。 一家城商行的董事长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银行业的资产状况堪忧，部分商业银行今年新增的不良贷款数额已经“吃掉”了相当多的银行利润，一些小银行部分地区可能因为坏账增多导致“全年白忙” 。

也有的银行在坏账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 “从中报来看，我们的逾期贷款跟过去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我们没有选择展期，现在一律不准展期。 水下去以后，石头会显现出来，我们会从中选择好的客户，或者淘汰差的客户，有些不是我们的目标市场就选择退出，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一家上市银行行长在年中业绩发布会上说。

上述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信贷负责人认为，下半年以来，其所在城市的银行资产质量仍不乐观。 记者了解到，江浙一带的银行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好的企业不缺钱，缺资金的企业风险增大。 一些保守的企业从来不贷款，一些贷了款的激进企业盈利覆盖不了贷款的成本，导致经营紧张。 ”江浙地区一国有大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有的地区情况稍好。 “一些股份制银行比较激进，放了很多信用贷款，市道不好影响信用贷款资产质量很正常。 相比之下我们每一笔贷款都有相对应的抵押物，风险相对较小，目前未有坏账明显增多的现象。 ”华南地区一国有大行人士对记者说。

优质信贷需求萎缩 银行放贷“左右为难”

与此同时，记者近日采访江浙地区和华南地区多位银行人士，他们普遍认为今年以来企业的信贷需求有所减少，下半年这种情况更明显，其中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下降更为显著。

“目前我所在城市的资金需求量比去年低。 我们行分支机构个人经营贷款去年可以放到1亿元，今年的需求量估计在6000万元左右，需求量降低了三四成。 ”华南地区一国有大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我有个服务了三年的客户是做钢材的，按照惯例他年初会贷款进钢材，3、4月份会还钱。 但是今年他完全不要贷款。 他说今年钢材不好做，没有贷款的需求。 除了钢材，其它经营性贷款客户现在也很少拿钱，他们认为市道不好，投资盈利空间不大。 现在经营性贷款年息最低在7厘左右，如果利润率达不到20%，扣完利息利润率不能在10%左右，很多人就不会冒险去借钱扩大经营。 ”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说。

一方面是企业融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银行出于对资产质量的担忧，“惜贷”心理日益增加。 面对数量越来越少的有需求客户，放款与否让银行“左右为难” 。 记者了解到，部分股份制银行目前下狠心，决定在部分中小企业贷款回款之后便不续贷，以保资产质量。

与此同时，部分国有大行在对公业务上也有所收紧。 广州一位建行分支机构的客户经理对记者表示：“我们银行对大客户的政策紧了，四大行的客户主要是传统行业，现在政策都挺紧的。 ”

有银行业分析师认为，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银行合意信贷需求显著下降，主要体现为票据占新增信贷比重较高、信贷投放节奏月中不足，月末冲量、部分银行按揭贷款利率出现主动性下调、银行惜贷情绪较强，对不良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贷款投放速度已经放缓。 预计短期内合意需求恐难改善，银行信贷主动投放意愿仍将维持低位。

记者了解到，由于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信贷策略有所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也开始有所变化。 “经营性贷款做少了，就多做房贷和车贷，从做房贷的经验来看，不会完不成放款任的。 在车贷和房贷这块，假如行领导给1000万任务，我们起码会做到1500万到1700万左右。 目前对公业务腾出额度之后，所有分支机构都在抢着放房贷和车贷。 ”华南地区一家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

央行数据显示，7月份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发生“变脸” ，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3852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较6月份1.08万亿元的规模急速下降。 社会融资规模方面，7月数值为2731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少1.69万亿元和5460亿元。 到了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有所回暖，从7月3852亿元的低点反弹至7030亿元。

大股东乘“虚”而入 P2P平台或成“自融神器”

面对银行放款的迟疑，包托房地产企业在内的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纷纷“相中”了P2P网贷平台的“圈钱”功能。

实际上，下半年以来，除了银行客户融资需求有所下降以外，民间金融的客户融资需求也有所下降。 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9月网贷行业成交量达257.28亿元，环比（8月236.67亿元）增长8.71%，低于8月成交量增速（9.20%）。

网贷之家分析师马骏表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企业资金需求有所下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减缓。 此外，投资人出于风险规避和流动性需求，资金有所回流，因此，网贷成交量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乏力。

虽然近月网贷成交量呈现增长乏力，但是9月份仍有较多数量的新平台上线。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新上线网贷平台103家。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全国目前正在运营的网贷平台共计约1438家，环比增速达5.96%。

网贷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今年上线的新平台质量普遍较高，有很多背景雄厚的企业和集团搭建了自己的网贷平台。 例如在9月新上线的P2P平台中，就新增4家国资和1家上市IT公司背景的平台，分别为保必贷、京金联、中广核富盈、紫金所、搜易贷。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具有国资、银行、上市公司、地产商、IT巨头等多元背景的平台，依靠其先天资源优势，整合线下资源，快速占领市场，加速了行业竞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或也“相中”网贷平台“圈钱容易”的特性，通过成立网贷平台来给实际控制平台的股东融资。

华南地区一家多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房地产开发商催放款催得非常紧，以前从来没试过如此。 我们刚通过审批，开发商就马上要求放款，如果我们放款慢了，开发商就会找第二家银行借钱。 ”

在这种大背景下，记者了解到华南地区就有开发商正在通过隐蔽的股权关系筹建P2P网贷平台，并即将在近期上线。 业内普遍认为该开发商成立平台的目的在于给自身的项目融资，这将导致该网贷平台等同于没有风控。 “现在一些企业已经是通过这种手段在网贷平台进行自融，他们最终会把自己玩死。 ”有业内人士人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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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集资金增资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五届十一次董事会、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新疆中

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下称“托克逊能化” ）增资 120,000万元，用于建设托克逊

能化一期60万吨/年电石项目。 详细内容见2014年9月12日、2014年9月16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8）及《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14-101)。

根据实施计划，2014年10月15日,中泰化学将120,000万元募集资金汇入托克逊能化

开立的两个募集资金专户。 增资完成后托克逊能化注册资本将变更为125,000万元,该公

司将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的相关手续 。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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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4日收到公司

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关

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保荐代表人之一毛红英女士因个人原因无法正常履行项目

保荐职责，不再担任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

利进行，国都证券现指派贺婷婷女士接替毛红英女士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履行

相关责任和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花宇先生和贺婷婷女士。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贺婷婷女士简历

贺婷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2006年加入国都证券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首发项目协办

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保荐代表人。 并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了烟台

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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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指数“暴动”

□本报记者 梅俊彦

今年以来，网贷行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有越

来越多背景雄厚的企业和集团入场， 如

9

月新

上线的

P2P

平台中， 就新增

4

家国资和

1

家上市

IT

公司背景的平台。 这些具有国资、银行、上市

公司、地产商、

IT

巨头等多元背景的平台会搅动

现有的网贷行业格局。

9

月

24

日，中国

P2P

网贷指数因为大鳄马云

的进场出现“逆天”的异动。 当天网贷平均借贷

期限、总成交额拉出了一条长长的阳线。

数据显示，

9

月

24

日当日被第一网贷纳入中

国

P2P

网贷指数统计的全国

P2P

网贷平台平均借

贷期限为

12.71

月。 该期限较前一个工作日（

9

月

23

日） 的

5.99

个月增加了

6.73

个月， 增幅是

112.38%

。

当天网贷的成交额也发生了异动。 数据显

示，

9

月

24

日第一网贷纳入中国

P2P

网贷指数统

计的全国

P2P

网贷平台借贷总成交额为

144711.60

万元。 该数字较前一个工作日（

9

月

23

日）的

122662.94

万元增加了

22048.66

万元，上升

17.97%

。

在利率上， 当日被第一网贷纳入中国

P2P

网

贷指数统计的全国

P2P

网贷平台借贷平均综合年

利率为

15.01%

， 较前一个工作日 （

9

月

23

日）的

16.46%

，下降

1.45

个百分点。

9

月

24

日当日的全国

P2P

网贷利率，是基期平均综合年利率的

64%

，是

基期法定工作日平均综合年利率的

65%

。

平均借贷期限环比暴增至

112.38%

， 总成

交额环比上升

17.97%

，借贷平均综合年利率环

比下降

1.45

个百分点， 三项统计均出现罕见的

大幅度波动。 据记者观察，上次网贷指数异动

是“网赢天下”平台倒闭的前夕。

7

月

21

日，网赢

天下的异动导致第一网贷当日网贷指数上涨

4

个百分点以上，达到

29.85%

。

第一网贷数据分析师表示， 从成交额来

看， 今年

1

月

24

日网贷行业成交额首超

5

亿元，

8

月

18

日首超

10

亿元，

9

月

24

日则接近

15

亿元。 成

交额达到

5

亿元用了

6

年半，第二个

5

亿元用了半

年，而跨越第三个

5

亿元只用了一个多月。

在利率上，上述分析师表示：“今年从

3

月份

起全国

P2P

网贷平均综合利率， 半年时间才下

降

4.8

个百分点。 而在

9

月

24

日，平均综合利率一

天就下降

1.45

个百分点。 ”

第一网贷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

说，网贷指数在

9

月

24

日的“暴动”由招财宝导

致。 据了解，招财宝成立以来，成交额一直不是

很大，但

9

月

24

日却成交

3.26

亿元，占全国

P2P

网

贷的

23%

。而招财宝的利率特低，只有

6.54%

；其

期限特长，达

33.59

个月。

第一网贷分析师表示，“如果扣除招财宝因

素，

9

月

24

日的中国

P2P

网贷指数是期限

6.62

月、

年利率

17.38%

、成交额

11.21

亿元，与平时变化

不大。 ”

据了解， 招财宝是马云旗下的理财平台。 从

2013

年

9

月份开始，阿里巴巴内部开始筹划设立招

财宝。招财宝不参与交易，只做一个帮助普通用户

与传统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基金、担保公司）的

理财产品进行交易的平台， 风险控制全部交由传

统金融机构进行。 支付宝合作的名单中，有

179

家

银行、

30

多家基金公司，近

50

家保险公司。目前，招

财宝已完成签约的金融机构接近

150

家。

招财宝负责人宣称要在两年内将招财宝的

规模做到

1

万亿元。 目前，全国

P2P

网贷总余额

才

1000

亿元。第一网贷人士认为，阿里的强势进

入， 势必对全国

P2P

网贷格局产生十分巨大的

影响。

9

月

24

日的市场异动， 就是招财宝改变

P2P

网贷的前奏。

记者了解到， 第一网贷不会考虑因此改变

网贷指数的算法。 “虽然发生了异动，但是这是

最真实的市场反应， 我们希望网贷指数能够展

示最真实的市场变化。 ”第一网贷人士说。

银行房贷政策调整“落定”

按揭贷款比重有望加大

□本报实习记者 徐学成

近来房贷政策调整搅起一池“秋水” 。 首

套房贷款利率的优惠、二套房“认房不认贷”

等新规被看作是继放松限购之外，监管部门在

房贷政策上出手。 此外， 新政策还鼓励发行

MBS、专项金融债。分析人士认为，房贷政策调

整体现了监管部门在新时期对于房地产行业

发展思路的创新，将极大增强金融机构的个人

住房贷款投放能力，对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均产

生重大影响。 有机构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按揭贷款业务仍将是国内商业银行最安

全的资产之一，商业银行将在中长期提升按揭

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

银行调整房贷政策

9月30日， 房地产传统销售旺季 “金九银

十” 即将进入下半场，央行和银监会的一则通

知激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想。

上述两部门在此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

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

中明确要求，首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

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已结清首

套房购房贷款的家庭， 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

商品住房时仍可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外界对此的解读则是，央行将通过房贷政

策调整，为刚需和改善型需求提供金融支撑。

此前有分析认为，信贷政策的调整将决定

接下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但新政收到的反馈

却并不强烈。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国庆期

间一线城市市场反应平平，个别城市甚至惨淡

收场。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则显示，在此期间，

其监测的38个城市中，有36个城市成交面积环

比出现下降。 其中， 一线城市降幅最大为

51.2%，三线城市次之，为40.8%。

对此，华融证券在研报中表示，相关政策

短期对商品房销售具有提振作用，但由于房地

产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大势形成，房价调整幅度

有限，利率折扣有限，房贷放松的效果有限。

国庆之后，房贷新政却获得了各大银行的

支持。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国

有四大行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均作出了相

应的调整。 不过，对于央行给予的“7折” 的下

线，各银行在执行的时候却大打折扣，如招商银

行、中信银行的最低折扣仅为95折。 有相关分

析认为，如果考虑到银行的资金成本，执行7折

优惠几乎没有可能。

按揭贷款比重或加大

就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 房贷新政对房地

产市场的提振作用十分有限， 但对银行业务的

调整或许有显著影响。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除放松房贷限制

之外，前述《通知》还有意鼓励发行MBS和专

项金融债。据悉，目前已有部分银行在积极开展

发行MBS的准备工作。 华夏银行在日前发布的

新政执行细则中明确表示，将“积极争取通过

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及发行

期限较长的专项金融债券等多项措施筹集资

金， 专门用于增加首套自住型和改善型普通自

住房贷款投放” 。

国信证券研报称， 新政充分体现了央行在

新时期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思路的创新， 将极

大增强金融机构的个人住房贷款投放能力，对

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均产生重大影响。

该机构认为， 我国目前房屋贷款按揭余额

约20万亿元，3年期以上约占90%， 若将其中的

优良部分进行证券化发行， 理论规模可达10万

亿元。对于银行业来说，发行MBS可重新获得超

过10万亿元的流动性， 不但可以将风险转移到

证券市场、实现资金快速回流开展新的业务，还

可以获得固定息差，其贷款积极性将空前高涨。

兴业证券则认为， 从目前按揭贷款中首套

房按揭占比、按揭贷款占GDP比重、按揭贷款

平均存续年限来看， 市场自发力量也使得按揭

贷款有很好的安全边际。 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

共同决定了未来相当长时间内， 按揭贷款仍将

是银行最安全资产之一。

兴业证券预测称，房地产市场大周期的唯一

决定因素就是资金，而按揭贷款的安全性将使得

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持续增加按揭贷款配

置， 即银行的资金将持续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

场。 商业银行将中长期提升按揭贷款占总贷款比

重，而MBS的推出将加速这一趋势的演化。

股东乘“虚”而入 P2P平台或成“自融神器”

面对银行放款的迟疑，包托房地产企业

在内的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纷纷“相中”

了P2P网贷平台的“圈钱” 功能。

实际上，下半年以来，除了银行客户融

资需求有所下降以外，民间金融的客户融资

需求也有所下降。 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9

月网贷行业成交量达257.28亿元，环比（8月

236.67亿元）增长8.71%，低于8月成交量增

速（9.20%）。

网贷之家分析师马骏表示，目前我国宏观

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 企业资金需求有所下

降，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减缓。 此外，投资人

出于风险规避和流动性需求， 资金有所回流，

因此，网贷成交量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乏力。

虽然近月网贷成交量呈现增长乏力，但

是9月份仍有较多数量的新平台上线。 网贷

之家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新上线网贷平

台103家。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全国目前正

在运营的网贷平台共计约1438家，环比增速

达5.96%。

网贷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今年上线的新平

台质量普遍较高，有很多背景雄厚的企业和集

团搭建了自己的网贷平台。 例如在9月新上线

的P2P平台中， 就新增4家国资和1家上市IT公

司背景的平台，分别为保必贷、京金联、中广核

富盈、紫金所、搜易贷。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具

有国资、银行、上市公司、地产商、IT巨头等多

元背景的平台，依靠其先天资源优势，整合线

下资源，快速占领市场，加速了行业竞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或也“相

中” 网贷平台“圈钱容易” 的特性，通过成立

网贷平台来给实际控制平台的股东融资。

华南地区一家多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

“今年房地产开发商催放款催得非常紧，以

前从来没见过如此。我们刚通过审批，开发商

就马上要求放款，如果我们放款慢了，开发商

就会找第二家银行借钱。 ”

在这种大背景下， 记者了解到华南地区

就有开发商正在通过隐蔽的股权关系筹建

P2P网贷平台，并即将在近期上线。 业内普遍

认为该开发商成立平台的目的在于给自身的

项目融资， 这将导致该网贷平台等同于没有

风控。 “现在一些企业已经是通过这种手段

在网贷平台进行自融， 他们最终会把自己玩

死。 ” 有业内人士人对记者说。

三笔坏账击碎信贷主管“行长梦”

下半年银行放款左右为难

□本报记者 梅俊彦

最近， 华南地区某股份制银

行分支机构的信贷主管颇为郁

闷， 原本他已被视为 “准副行

长” ，可“市道不佳” 导致他负责

的项目暴露出3笔坏账，他的“行

长梦” 因此泡汤。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下

半年以来， 部分地区银行信贷状

况出现尴尬： 一方面坏账暴露增

多，另一方面企业需求下降明显，

面对减少的客户和可能增大的风

险， 放款与否让银行 “左右为

难” 。 在银行放款有所迟疑的时

候， 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 “相

中” 了P2P网贷平台的“圈钱” 功

能， 业内普遍担忧网贷平台会演

变为少数企业的“自融神器” 。

不良贷款压力加剧 信贷主管“行长梦”泡汤

这位“行长梦” 破灭的信贷主管，6月

份之后他的项目连续暴露出3笔坏账。据了

解， 三笔坏账均由无抵押的个人经营性贷

款造成。

从今年银行业的信贷质量变化来看，上

述信贷负责人的遭遇多少“有点冤” 。 据了

解，下半年以来，上述信贷主管所在城市的

银行信贷状况并不乐观，其中某股份制银行

有一位借款数额较大的客户“跑路” 。 今年

以来，该地区一家国有大行分支机构在房贷

上暴露出2单坏账， 在车贷和非住房贷款上

暴露出各1单坏账。

上市银行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

上市银行逾期贷款增加2422亿元，高于去年

同期的1167亿元； 关注类贷款增加1391亿

元，而去年同期是减少155亿元。 分析人士认

为，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经核销转出还原发

现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强劲， 上市银行的不良

真实生成额较2013年同期增长112%， 半年

增量已相当于2013年全年不良真实生成额

的87%。

业内在年中的时候就普遍预期下半年银

行业不良贷款暴露的压力仍然较大。 一家城

商行的董事长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

前银行业的资产状况堪忧， 部分商业银行今

年新增的不良贷款数额已经“吃掉” 了相当

多的银行利润， 一些小银行部分地区可能因

为坏账增多导致“全年白忙” 。

也有的银行在坏账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

点。“从中报来看，我们的逾期贷款跟过去相

比算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

我们没有选择展期，现在一律不准展期。水下

去以后，石头会显现出来，我们会从中选择好

的客户，或者淘汰差的客户，有些不是我们的

目标市场就选择退出，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

机。 ” 一家上市银行行长在年中业绩发布会

上说。

上述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信贷负责人认

为，下半年以来，其所在城市的银行资产质量

仍不乐观。记者了解到，江浙一带的银行也出

现了类似的状况。“好的企业不缺钱，缺资金

的企业风险增大。 一些保守的企业从来不贷

款， 一些贷了款的激进企业盈利覆盖不了贷

款的成本，导致经营紧张。 ”江浙地区一国有

大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有的地区情况稍好。 “一些股份制银行

比较激进，放了很多信用贷款，市道不好影响

信用贷款资产质量很正常。 相比之下我们每

一笔贷款都有相对应的抵押物， 风险相对较

小，目前未有坏账明显增多的现象。 ” 华南地

区一国有大行人士对记者说。

优质信贷需求萎缩 银行放贷“左右为难”

与此同时，记者近日采访江浙地区和华

南地区多位银行人士，他们普遍认为今年以

来企业的信贷需求有所减少，下半年这种情

况更明显，其中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下降更

为显著。

“目前我所在城市的资金需求量比去年

低。 我们行分支机构个人经营贷款去年可以

放到1亿元， 今年的需求量估计在6000万元

左右，需求量降低了三四成。 ” 华南地区一国

有大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我有个服务了三年的客户是做钢材

的，按照惯例他年初会贷款进钢材，3、4月份

会还钱。 但是今年他完全不要贷款。 他说今

年钢材不好做，没有贷款的需求。 除了钢材，

其它经营性贷款客户现在也很少拿钱，他们

认为市道不好，投资盈利空间不大。 现在经

营性贷款年息最低在7厘左右， 如果利润率

达不到20%， 扣完利息利润率不能在10%左

右，很多人就不会冒险去借钱扩大经营。 ” 上

述国有大行人士说。

一方面是企业融资需求下降， 另一方面

银行出于对资产质量的担忧，“惜贷”心理日

益增加。面对数量越来越少的有需求客户，放

款与否让银行“左右为难” 。 记者了解到，部

分股份制银行目前下狠心， 决定在部分中小

企业贷款回款之后便不续贷，以保资产质量。

与此同时， 部分国有大行在对公业务上

也有所收紧。 广州一位建行分支机构的客户

经理对记者表示：“我们银行对大客户的政

策紧了，四大行的客户主要是传统行业，现在

政策都挺紧的。 ”

有银行业分析师认为，整体来看，今年

上半年银行合意信贷需求显著下降， 主要

体现为票据占新增信贷比重较高、 信贷投

放节奏月中不足，月末冲量、部分银行按揭

贷款利率出现主动性下调、 银行惜贷情绪

较强， 对不良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

业贷款投放速度已经放缓。 预计短期内合

意需求恐难改善， 银行信贷主动投放意愿

仍将维持低位。

记者了解到，由于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

的信贷策略有所调整， 银行的信贷结构也开

始有所变化。“经营性贷款做少了，就多做房

贷和车贷，从做房贷的经验来看，不会完不成

放款任的。在车贷和房贷这块，假如行领导给

1000万任务， 我们起码会做到1500万到

1700万左右。 目前对公业务腾出额度之后，

所有分支机构都在抢着放房贷和车贷。 ” 华

南地区一家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

央行数据显示，7月份信贷和社会融资规

模发生“变脸” ， 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

3852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较6月份1.08

万亿元的规模急速下降。社会融资规模方面，

7月数值为2731亿元， 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

期少1.69万亿元和5460亿元。到了8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有所回暖， 从7月3852亿元的低点

反弹至703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