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台州民营企业家：

相比融资难融资贵 成本税费等问题更突出

本报记者 黄鹏 陈一良

融资难不难？ 融资贵不贵？ 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困难？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民营经济集中的浙江省温州市和台州市（两市民企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5%。 其中，90%是小微企业）调查了解到，受益于银行分层服务和信保基金的担保，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缓解，更多地受到成本上升和税费过高的困扰。 多位专家和金融从业者建议，在理性看待“融资难、融资贵”的基础上，扶持专做小微金融的城商行、民营银行和信保基金等机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

果。

融资难不难贵不贵?

“在台州，民企基本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台州银行市场总监王伟文的说法得到了工行台州分行和台州银监分局人士的认同。

王伟文说：“对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是第一位，融资难解决之后才是融资贵的问题。 只有能贷到款，才会考虑融资贵不贵的问题。 ”

台州某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大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对小微企业而言，只要正规经营拿到贷款也不难。 台州某市政工程公司负责人指出，之前从银行贷不到款时，民间融资也得借。“一年几千万元的资金周转，需要流动资金，尽管利息高，但钱不到位工程就得停。 如今，只要找到担保人，贷款还是能拿到。 之前担保人难找，现在有了信保基金（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担保，贷款容易多了。 ”台州维克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波直言，公司起步时找四大行贷不到款。 当时台州银行主动上门，公司申请50万元贷款，后来贷了25万元。 现在企业做大了，贷款也容易了，但手续比较麻烦。

台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台州银行业各项存款8388.37亿元，各项贷款7170.77亿元，小微企业贷款2983.90亿元，贷款户数36.07万户；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0.87%，户均贷款83万元，申贷获得率为94.31%。

在温州，贷款难的问题也不是很突出。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中国鞋都产业园和金州工业园等园区走访时，很少听到企业抱怨融资难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温州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21.8%，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51%。 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4亿元，占全部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10.6%。

融资难的抱怨较少，企业多抱怨融资贵。 台州某市政工程公司负责人说，城商行服务周到，就是利率太高。 不过，相比民间借贷要很低多。 王宏波坦言，相比配套的中国台湾厂商，我们这边的利率偏高，那些厂商才3%。

温州一中型化工厂负责人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我们的资信好，银行借贷成本在5%左右。 民间的高息资金不敢用，成本太高，很容易把利润吃掉。 ”

统计数据反映出了“融资贵”的现状。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金融市场利率持续上升，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传导到银行贷款端，导致贷款利率不断走高。 6月份，温州市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08%，同比提高0.38个百分点。 作为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温州指数”综合利率，今年三季度则达到15.66%，环比上升0.33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何嗣江博士表示，应辩证地看待“融资难”的问题。 首先要分区域看，台州的确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但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其次要分企业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有的民企根本没有借贷需求，但小微企业存在一些问题。 最后要分贷款用途看，正常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不难，但借钱搞风险投资，做转型升级当然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俊认为，融资难要综合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意见来看。 一些民企从自身角度出发，不顾自身债务高企、投资回报难、还款来源存疑等实际问题，高喊融资难。 这存在一定误导。 “一些民企因为出口形势不好、金融去杠杆等因素，面临流动性紧张，这时银行收贷，出现融资难是正常的。 ”

至于融资贵的问题，何嗣江表示，同样要辩证地看。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融资贵主要存在于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存在融资贵是全球的普遍现象。 一方面，这些贷款银行员工要付出更多努力，成本本来就高；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经营风险高，高利率是对高风险的补偿。 ”

王伟文称，首先，利率是覆盖风险和成本的结果。 小微企业财务和经营方面可能出现一些不规范，导致的风险需要信贷经理一次次上门服务来识别。 这导致贷款成本上升；其次，利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现在台州小微金融市场竞争充分，除泰隆、民泰和台州银行3家城商行外，还有农商行介入。 企业能够接受该利率水平，证明企业的盈利水平能够覆盖利息成本。 此外，对100万元以下小微贷款，8厘和5厘差别并不大，贷款的使用期可能就几天，真实成本差异不大。

温州民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钱晓则表示，利率高也有资金获取成本高的原因。 “我们现在就一家网点，吸收存款能力较弱，资金很多来自于同业存款。 ”

税和费问题突出

多家上市公司董秘直言，相比非上市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很多都是基准利率，上浮在10%以内。 之前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偏高时，出现的银行压贷问题已经缓解。 现在更关心的是从资本市场融资以及过高的税和费等问题。

台州某科技型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说，近期人民银行和交易所都推出了风险缓释工具支持民企发债。 但通过风险缓释工具发债成功的都是诸如恒逸集团、荣盛集团这些资信本身就很好的企业。 “他们的信用评级都是AA，发债本身就不困难。 而资信较差的，比如B类企业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这偏离了该工具增信设计的初衷。 ”

该董秘表示，信用评级体系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企的评级比民企高。 这导致民企发债难，即使发债成功，利率也偏高。 “风险缓释工具标的选择方面，资信一般的民企很难被选上。 ”

对于税收问题，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及现行的减税力度不够。 单项税费方面，伟星新材董秘谭梅直言，股权激励的税费过高，起不到激励人才的作用。 根据规定，限制性股票解禁时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可在不超过12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 “很多中高层均按照45%缴纳，同时应纳税额计算的股票价格要参照股票登记日股票市价。 即使股票现价跌破授予的价格，卖出亏损也要交税。 ”

从目前情况看，水晶光电股价已跌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公司董秘孔文君无奈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大部分核心骨干通过银行借款以及多年的积蓄用于购买公司的限制性股票，现在不仅亏了一大笔钱，还要交重税，大家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股权激励反而成了负激励。 不仅股权激励要交税，大股东赠与也要交税。 根据规定，大股东赠与视同转让，员工获得股票视同所得，要征两次税。 ”

谭梅同时表示，企业的房产税和土地税不可忽视。 “两种税都是按年征收。 去年房产税520万元，土地使用税329万元。 ”

费用方面，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到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和社保缴纳问题。 “招工越来越难，职工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逼着企业得转型升级来适应。 上市公司缴纳社保方面比较正规，因此费用越来越高。 鉴于解决了大量就业，建议将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抵扣企业所得税，至少税前列支。 ”

至于成本方面，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均指出，原材料成本和物流费用侵蚀了大量利润。 有上市公司董秘表示，钢材占到其总成本的60%。 去年以来，钢价从每吨2000元涨到每吨4000元，一年时间翻了一番，企业很难承受和适应。 “物流费用就更厉害了。 主要是过路费和油费，2017年运输费用就达到9995万元。 ”永高股份董秘陈志国表示，2017年物流费用1.32亿元，今年估计要突破1.5亿元。

成本上涨过快

对于非上市企业维克机械而言，公司总经理王宏波表示，企业到一定规模后，银行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仅能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迫切需要通过股权融资。 “但机械行业短时间难以见成效，需要长期资本投入。 但风投资金、创投资金基本不感兴趣，希望产业资本和政府产业基金介入。 ”

此外，受访的非上市公司普遍抱怨厂房租金上涨过快。 温州煜航服饰负责人表示，今年2层厂房和员工宿舍的租金100多万元，前年厂房租金才14元/平方米，现在则达到26元/平方米。 温州一位吴姓鞋企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的企业只有一条生产线，每年厂房租金约为30万元。 这样的价格和以前在城中村办厂相比，成本增加一倍都不止。 “规模稍微大的企业，光厂房一项开支每年就增加上百万元，且租金价格年年上涨。 ”

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同样让受访民企苦不堪言。 “现在员工薪资比以前明显上涨，不涨就招不到人。 我们是拼价格的产业，同行杀价杀的厉害，利润很薄。 ”在温州从事20多年鞋业生意的老方说，“现在员工流动性大，一言不合就走人。 ”

王宏波说，现在不仅缺乏高端科技人才，熟练的蓝领工人更缺。 “传统制造业不太受90后欢迎，由于缺乏职业教育，即使招过来的年轻工人素质也不高。 ”温州煜航服饰相关负责人表示，即使这样，公司去年人工成本100多万元。 现在招工条件越来越高，除了包食宿外，一个月至少得给1万多元。

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在不断侵蚀着企业利润。 “原材料涨价，但我们的产品难以涨价。 涨价后下游企业如果不接受，就会转而找业内的小企业供货。 只能维持原价，缩减自己的利润，补贴客户，留住客户。 ”温州某销售过亿元的化工企业老板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银行出“奇招”化解融资难

受访的银行人士普遍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根本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小企业的财务信息不规范，很多企业主兼任会计、出纳。 要了解企业的还款能力成本太高，甚至是不可能。 因此，很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望而却步。 ”

针对这个问题，台州银行总结提炼出“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的十六字风控模式以及“三看三不看” ，即“不看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不看公司治理看家庭治理”的风险识别技术。 王伟文说，台州银行9500多名员工中一半是客户经理，他们每天都在走访客户了解信息。 “很多客户经理跟与企业老板就跟家里人一样熟。 ”

温州民商银行则通过产业群、商业圈和供应链等手段进行延伸，化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以供应链贷款为例，钱晓对记者表示，由于该行最大的股东正泰集团上下游聚集了大量企业，而正泰集团对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资信了如指掌。 背靠大股东，我们给供应商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给经销商提供订单融资。

国有大行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不甘示弱。 工行台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蔡宁介绍说，工行根据台州产业群集聚的特点，深入开展集群客户调查分析，挖掘行业共性，制定集群客户的销售佐证路径，设计出符合客户群体的个性化服务方案，做到“一群一策” 。

统计数据显示，台州工行先后推出了针对温岭大溪水泵产业的“泵业贷” 、三门渔民养殖的“渔捷贷”等“工具贷”产品。 截至2018年10月底，共为1700余户集群小微企业融资，融资余额17.2亿元。

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在两地逐步得到化解，众多小微企业的贷款门槛越来越低。 以台州银行专项设计的“小本贷款”为例，只要有3个月经营史，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个人，无需抵押就可获得2000元-100万元不等的贷款。 截至今年10月末，台州银行“小本贷款”余额165.62亿元，累计发放1107.24亿元，支持了71.66万的小微客户，户均贷款额为22.17万元。 其中，60%的客户生平第一次获得银行贷款。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小、需求频、周期短和要求快”的特点让很多银行的服务难以跟上。 针对服务存在的问题，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以“简单、方便、快捷”的服务应对小微企业的需求。 “2015年我们研发推出了客户服务移动工作站，客户经理现在人手一台PAD，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以及企业一线，将贷款业务的线上申请与线下信贷高效结合，进行一站式办理业务，使新客户贷款业务办理时间从传统作业的1-2天缩减到1-2小时。 ”

信保基金大有可为

受访银行人士多认为，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也是融资难的一大原因。 “很多银行针对抵押物缺失的现状推出了保证贷款。 但后来的互保链危机，让台州和温州的企业之间很难互相担保，缺乏担保人成了很多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 ”

为解决该难题，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应运而生。 2014年11月，台州创建了首个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基金注册资本5亿元。 其中，台州市政府出资4亿元，部分银行捐资1亿元。 截至10月底，基金在保余额67.83亿元，户均额度从成立之初的162万元降至109万元；其中，500万元以下项目在保余额占总担保金额的92.13%，户数占98.80%。 累计代偿49笔，代偿金额5530.57万元，占在保余额的0.82%，与台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截至10月底为0.8%）基

本持平。

台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总经理曹永辉对中国证券报社记者表示，基金担保以间接担保为主，主要以银行推荐为主，现在已与26家银行合作。 个人最高担保额度300万元，企业800万元。 企业获得担保要经过两道审核手续，银行审核后基金再进行一道审核。 “审核不看报表，主要看企业的纳税和征信情况。 为加快审批效率，除大额（400万元以上）的担保需要上评审会外，小额担保（个人50万元，企业100万元）当天可以出具保函，其他则需要3个工作日。 ”

风险承担方面，曹永辉表示，捐资银行承担20%，非捐资银行承担35%，信保基金承担剩余的部分。 “为进一步分担风险，我们与浙江省担保集团合作，缴纳部分保费后由省担保集团承担40%的风险代偿。 同时，如果代偿金额超过捐资额的50%，还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 ”

保费方面，曹永辉表示，基金将担保费率控制在0.75%以内，远低于2%-3%的市场担保费率，且不附加收取额外费用，无需抵押及第三方担保，大大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成立以来，至少为企业节约1.46亿元保费支出。 “基金还与合作银行约定了贷款利率高限，捐资银行不超过8.5%，非捐资银行不超过6.5%。 据不完全统计，约为受担保企业降低10%的贷款利息支出。 ”

温州信保基金的情况与台州类似。 成立时间比台州晚一年，规模比台州要小。 截至今年10月末，温州信保基金已与15家银行合作，累计为2468家小微企业提供担保金额47.16亿元，在保余额25.72亿元，在保户数1275户，户均202万元；累计发生代偿1户32万元。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表示，与台州不同，温州信保基金以现场审核为主，20个工作人员中12个人负责审核。“他们每天都在外看项目。 为保证效率，每个区域配3-4名项目主审，300万元及以下项目5个工作日内出具保函，300万以上的最多10个工作日出具保函。 ”信保基金让很多之前零贷款的客户实现了首贷。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温州信保基金帮助446户小微企业跨越首贷障碍，金额达到7.6亿元。 同时，助力“新温州人”创业共203户，金额共2.8亿

元。

多个难题待解

“我们也是民营企业，也需要扶持。 ”被问及金融业该如何扶持小微企业时，台州银行和温州民商银行不约而同的提及这一点。 他们表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民营银行，与国有大中型银行相比存在天然劣势。 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开展小微企业业务也是形势所迫。 “最初由于规模小、实力弱，只能选择那些难以获得大型金融机构服务的个体工商户作为目标客户。 ”二是作为专门做小微贷款的银行，更懂得如何服务小微客户。

钱晓指出，截至今年10月底，温州民商银行贷款余额达到55亿元，贷款户数5000多户，户均100万元。 其中，97%是小微企业，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受制于一行一店的政策，我们在温州只有总部一个网点。 但温州80%的小微企业分布在周边县市区。 这导致服务触角很难延伸到下面县市。 为了一笔贷款，到客户那边光去就得花一个小时，成本高，效率低。 ”

“信保基金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 首先，两家基金运行中心身份都比较模糊。 曹永辉表示，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但企业化运营。“事业单位的工资预算是死的，激励机制存在一些问题。 ”其次，信保基金一旦做大，后续的资本金筹集是难题。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说：“现在部分资本金靠银行捐资，这不是长久之策。 但银行注资在法律上不允许，除非与国家担保基金一样由国务院特批。 ”曹永辉表示，基金发生了部分代偿行为，这就需要补充资本金。“企

业可以用利润来补充。 但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财政预算如何补充仍无安排。 ”第三，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基金不能享受税收减免。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表示，增值税已实现先缴后退，但企业所得税25%需要上交。 “政策性担保补助同样不到位。 本来规定财政补助1.5%，但平均只有0.99%到位。 ”此外，担保行业缺乏会计准则，损失准备金等会计科目都没有。 这导致后续的担保代偿核销等手续很难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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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台州民营企业家：

相比融资难融资贵 成本税费等问题更突出

□

本报记者 黄鹏 陈一良

融资难不难？ 融资贵不贵？ 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困难？ 中国

证券报记者日前在民营经济集中的浙江省温州市和台州市

（两市民企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9.5%。 其中，90%是小微企

业）调查了解到，受益于银行分层服务和信保基金的担保，民

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得到缓解，更多地受到成本上

升和税费过高的困扰。 多位专家和金融从业者建议，在理性看

待“融资难、融资贵” 的基础上，扶持专做小微金融的城商行、

民营银行和信保基金等机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台州，民企基本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 的

问题。 ” 台州银行市场总监王伟文的说法得到了工行

台州分行和台州银监分局人士的认同。

王伟文说：“对小微企业而言， 融资难是第一位，

融资难解决之后才是融资贵的问题。只有能贷到款，才

会考虑融资贵不贵的问题。 ”

台州某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大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对

小微企业而言，只要正规经营拿到贷款也不难。台州某

市政工程公司负责人指出，之前从银行贷不到款时，民

间融资也得借。“一年几千万元的资金周转，需要流动

资金，尽管利息高，但钱不到位工程就得停。如今，只要

找到担保人，贷款还是能拿到。 之前担保人难找，现在

有了信保基金（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担保，

贷款容易多了。 ” 台州维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宏波直言，公司起步时找四大行贷不到款。当时台州

银行主动上门，公司申请50万元贷款，后来贷了25万

元。现在企业做大了，贷款也容易了，但手续比较麻烦。

台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0月底，台

州银行业各项存款8388.37亿元， 各项贷款7170.77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2983.90亿元，贷款户数36.07万户；

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0.87%，户均贷款83万元，申贷获

得率为94.31%。

在温州，贷款难的问题也不是很突出。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中国鞋都产业园和金州工业园等园区走访时，

很少听到企业抱怨融资难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末， 温州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市各项贷

款余额的21.8%，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51%。 单户授

信小于500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4亿元，占全部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10.6%。

融资难的抱怨较少，企业多抱怨融资贵。台州某市

政工程公司负责人说， 城商行服务周到， 就是利率太

高。不过，相比民间借贷要很低多。王宏波坦言，相比配

套的中国台湾省的厂商，我们这边的利率偏高，那些厂

商才3%。

温州一中型化工厂负责人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我们的资信好，银行借贷成本在5%左右。 民间的

高息资金不敢用，成本太高，很容易把利润吃掉。 ”

统计数据反映出了“融资贵”的现状。人民银行温

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 金融市场利

率持续上升， 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传导到银行贷款

端，导致贷款利率不断走高。 6月份，温州市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为6.08%，同比提高0.38个百分点。 作为反映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温州指数”综合利率，今年三季

度则达到15.66%，环比上升0.33个百分点。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何嗣江博士表示， 应辩证地

看待“融资难”的问题。 首先要分区域看，台州的确不

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但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其次要分企业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

业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有的民企根本没有借贷需求，

但小微企业存在一些问题。最后要分贷款用途看，正常

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不难，但借钱搞风险投

资，做转型升级当然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俊认为， 融资难要综合

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意见来看。 一些民企从自身角度

出发，不顾自身债务高企、投资回报难、还款来源存疑

等实际问题，高喊融资难。 这存在一定误导。“一些民

企因为出口形势不好、金融去杠杆等因素，面临流动性

紧张，这时银行收贷，出现融资难是正常的。 ”

至于融资贵的问题， 何嗣江表示， 同样要辩证地

看。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存在这个

问题，融资贵主要存在于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存在融

资贵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一方面，这些贷款银行员工要

付出更多努力，成本本来就高；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经

营风险高，高利率是对高风险的补偿。 ”

王伟文称，首先，利率是覆盖风险和成本的结果。

小微企业财务和经营方面可能出现一些不规范， 导致

的风险需要信贷经理一次次上门服务来识别。 这导致

贷款成本上升；其次，利率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现在台

州小微金融市场竞争充分，除泰隆、民泰和台州银行3

家城商行外，还有农商行介入。企业能够接受该利率水

平，证明企业的盈利水平能够覆盖利息成本。 此外，对

100万元以下小微贷款，8厘和5厘差别并不大，贷款的

使用期可能就几天，真实成本差异不大。温州民商银行

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钱晓则表示， 利率高也有资金

获取成本高的原因。“我们现在就一家网点，吸收存款

能力较弱，资金很多来自于同业存款。 ”

受访的银行人士普遍认为， 小微企业融资

难根本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小企业的财务信

息不规范，很多企业主兼任会计、出纳。 要了解

企业的还款能力成本太高， 甚至是不可能。 因

此，很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望而却步。 ”

针对这个问题，台州银行总结提炼出“下

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 的十

六字风控模式以及“三看三不看” ，即“不看

报表看原始，不看抵押看技能，不看公司治理

看家庭治理” 的风险识别技术。 王伟文说，台

州银行9500多名员工中一半是客户经理，他

们每天都在走访客户了解信息。“很多客户经

理跟与企业老板就跟家里人一样熟。 ”

温州民商银行则通过产业群、商业圈和供

应链等手段进行延伸， 化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以供应链贷款为例，钱晓对记者表示，由于该

行最大的股东正泰集团上下游聚集了大量企

业，而正泰集团对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资信了如

指掌。 背靠大股东，我们给供应商提供应收账

款质押融资，给经销商提供订单融资。

国有大行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不甘示弱。

工行台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蔡宁介

绍说，工行根据台州产业群集聚的特点，深入

开展集群客户调查分析，挖掘行业共性，制定

集群客户的销售佐证路径，设计出符合客户群

体的个性化服务方案，做到“一群一策” 。

统计数据显示，台州工行先后推出了针对

温岭大溪水泵产业的“泵业贷” 、三门渔民养

殖的“渔捷贷” 等“工具贷” 产品。 截至2018

年10月底，共为1700余户集群小微企业融资，

融资余额17.2亿元。

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在两地逐步得到化解，众多小微企业的贷款门

槛越来越低。 以台州银行专项设计的“小本贷

款” 为例，只要有3个月经营史，有劳动意愿和

劳动能力的个人， 无需抵押就可获得2000元

-100万元不等的贷款。截至今年10月末，台州

银行“小本贷款” 余额165.62亿元，累计发放

1107.24亿元， 支持了71.66万的小微客户，户

均贷款额为22.17万元。其中，60%的客户生平

第一次获得银行贷款。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小微企业融资

“金额小、需求频、周期短和要求快” 的特点让

很多银行的服务难以跟上。针对服务存在的问

题，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以“简单、方便、快

捷” 的服务应对小微企业的需求。“2015年我

们研发推出了客户服务移动工作站，客户经理

现在人手一台PAD，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以及企业一线，将贷款业务的线上申请与线下

信贷高效结合，进行一站式办理业务，使新客

户贷款业务办理时间从传统作业的1-2天缩

减到1-2小时。 ”

受访银行人士多认为，小微企业缺乏抵押

物和担保也是融资难的一大原因。“很多银行

针对抵押物缺失的现状推出了保证贷款。但后

来的互保链危机，让台州和温州的企业之间很

难互相担保，缺乏担保人成了很多小微企业面

临的难题。 ”

为解决该难题，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小微企

业信用保证基金应运而生。 2014年11月，台州

创建了首个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基金注册

资本5亿元。 其中，台州市政府出资4亿元，部

分银行捐资1亿元。 截至10月底，基金在保余

额67.83亿元，户均额度从成立之初的162万元

降至109万元；其中，500万元以下项目在保余

额占总担保金额的92.13%，户数占98.80%。累

计代偿49笔，代偿金额5530.57万元，占在保余

额的0.82%，与台州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截

至10月底为0.8%）基本持平。

台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总经理曹永辉对

中国证券报社记者表示，基金担保以间接担保

为主，主要以银行推荐为主，现在已与26家银

行合作。个人最高担保额度300万元，企业800

万元。 企业获得担保要经过两道审核手续，银

行审核后基金再进行一道审核。“审核不看报

表，主要看企业的纳税和征信情况。 为加快审

批效率，除大额（400万元以上）的担保需要

上评审会外，小额担保（个人50万元，企业100

万元）当天可以出具保函，其他则需要3个工

作日。 ”

风险承担方面，曹永辉表示，捐资银行承

担20%，非捐资银行承担35%，信保基金承担剩

余的部分。“为进一步分担风险，我们与浙江省

担保集团合作，缴纳部分保费后由省担保集团

承担40%的风险代偿。 同时，如果代偿金额超

过捐资额的50%，还要求银行补充资本金。 ”

保费方面，曹永辉表示，基金将担保费率

控制在0.75%以内， 远低于2%-3%的市场担

保费率，且不附加收取额外费用，无需抵押及

第三方担保，大大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 成

立以来， 至少为企业节约1.46亿元保费支出。

“基金还与合作银行约定了贷款利率高限，捐

资银行不超过8.5%，非捐资银行不超过6.5%。

据不完全统计，约为受担保企业降低10%的贷

款利息支出。 ”

温州信保基金的情况与台州类似。成立时

间比台州晚一年，规模比台州要小。 截至今年

10月末，温州信保基金已与15家银行合作，累

计为2468家小微企业提供担保金额47.16亿

元，在保余额25.72亿元，在保户数1275户，户

均202万元；累计发生代偿1户32万元。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责人表示，与台

州不同，温州信保基金以现场审核为主，20个

工作人员中12个人负责审核。“他们每天都在

外看项目。 为保证效率，每个区域配3-4名项

目主审，300万元及以下项目5个工作日内出

具保函，300万以上的最多10个工作日出具保

函。 ” 信保基金让很多之前零贷款的客户实现

了首贷。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温州信

保基金帮助446户小微企业跨越首贷障碍，金

额达到7.6亿元。 同时，助力“新温州人” 创业

共203户，金额共2.8亿元。

“我们也是民营企业，也需要扶持。 ” 被

问及金融业该如何扶持小微企业时，台州银

行和温州民商银行不约而同的提及这一点。

他们表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民营

银行， 与国有大中型银行相比存在天然劣

势。 王伟文指出，台州银行开展小微企业业

务也是形势所迫。 “最初由于规模小、实力

弱，只能选择那些难以获得大型金融机构服

务的个体工商户作为目标客户。 ” 二是作为

专门做小微贷款的银行，更懂得如何服务小

微客户。

钱晓指出，截至今年10月底，温州民商

银行贷款余额达到55亿元，贷款户数5000多

户，户均100万元。其中，97%是小微企业，没

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受制于一行一店的

政策，我们在温州只有总部一个网点。 但温

州80%的小微企业分布在周边县市区。 这导

致服务触角很难延伸到下面县市。 为了一笔

贷款， 到客户那边光去就得花一个小时，成

本高，效率低。 ”

信保基金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 首先，两

家基金运行中心身份都比较模糊。 曹永辉表

示，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但实行的是企业化

运营。 “事业单位的工资预算是死的，激励机

制存在一些问题。” 其次，信保基金一旦做大，

后续的资本金筹集是难题。 温州信保基金运

行中心负责人说：“现在部分资本金靠银行捐

资，这不是长久之策。 但银行注资在法律上不

允许， 除非与国家担保基金一样由国务院特

批。” 曹永辉表示，基金发生了部分代偿行为，

这就需要补充资本金。“企业可以用利润来补

充。 但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财政预算如何补充

仍无安排。” 第三，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基金不

能享受税收减免。 温州信保基金运行中心负

责人表示，增值税已实现先缴后退，但企业所

得税25%需要上交。“政策性担保补助同样不

到位。 本来规定财政补助1.5%， 但平均只有

0.99%到位。 ” 此外，担保行业缺乏会计准则，

损失准备金等会计科目都没有。 这导致后续

的担保代偿核销等手续很难履行。

多家上市公司董秘直言， 相比非上市公

司，从银行融资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很多

都是基准利率，上浮在10%以内。 之前大股东

股权质押比例偏高时，出现的银行压贷问题已

经缓解。现在更关心的是从资本市场融资以及

过高的税和费等问题。

台州某科技型制造业上市公司董秘说，近期

人民银行和交易所都推出了风险缓释工具支持民

企发债。 但通过风险缓释工具发债成功的都是诸

如恒逸集团、 荣盛集团这些资信本身就很好的企

业。“他们的信用评级都是AA，发债本身就不困

难。 而资信较差的，比如B类企业享受不到这样的

待遇。 这偏离了该工具增信设计的初衷。 ”

该董秘表示，信用评级体系也存在一定问

题。 在各方面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国企的评

级比民企高。 这导致民企发债难，即使发债成

功，利率也偏高。 “风险缓释工具标的选择方

面，资信一般的民企很难被选上。 ”

对于税收问题，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

及现行的减税力度不够。 单项税费方面，伟星

新材董秘谭梅直言， 股权激励的税费过高，起

不到激励人才的作用。 根据规定，限制性股票

解禁时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超

额累进税率， 可在不超过12个月的期限内缴

纳个人所得税。 “很多中高层均按照45%缴

纳，同时应纳税额计算的股票价格要参照股票

登记日股票市价。即使股票现价跌破授予的价

格，卖出亏损也要交税。 ”

从目前情况看，水晶光电股价已跌破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公司董秘孔文君无奈地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大部分核心骨干通过银

行借款以及多年的积蓄用于购买公司的限制

性股票，现在不仅亏了一大笔钱，还要交重税，

大家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股权激励反而成了负

激励。 不仅股权激励要交税，大股东赠与也要

交税。根据规定，大股东赠与视同转让，员工获

得股票视同所得，要征两次税。 ”

谭梅同时表示，企业的房产税和土地税不

可忽视。“两种税都是按年征收。 去年房产税

520万元，土地使用税329万元。 ”

费用方面，受访的上市公司董秘都提到不

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和社保缴纳问题。“招工越

来越难，职工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逼着企业得

转型升级来适应。上市公司缴纳社保方面比较

正规，因此费用越来越高。 鉴于解决了大量就

业，建议将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抵扣企业所得

税，至少税前列支。 ”

至于成本方面，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均指

出， 原材料成本和物流费用侵蚀了大量利润。

有上市公司董秘表示， 钢材占到其总成本的

60%。 去年以来，钢价从每吨2000元涨到每吨

4000元，一年时间翻了一番，企业很难承受和

适应。“物流费用就更厉害了。 主要是过路费

和油费，2017年运输费用就达到9995万元。 ”

永高股份董秘陈志国表示，2017年物流费用

1.32亿元，今年估计要突破1.5亿元。

税和费问题突出

成本上涨过快

对于非上市企业维克机械而言，公司总经

理王宏波表示，企业到一定规模后，银行信用

贷款和抵押贷款仅能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迫

切需要通过股权融资。“但机械行业短时间难

以见成效，需要长期资本投入。 但风投资金、创

投资金基本不感兴趣，希望产业资本和政府产

业基金介入。 ”

此外，受访的非上市公司普遍抱怨厂房租

金上涨过快。 温州煜航服饰负责人表示，今年

2层厂房和员工宿舍的租金100多万元， 前年

厂房租金才14元/平方米，现在则达到26元/平

方米。温州一位吴姓鞋企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他的企业只有一条生产线，每年厂房租

金约为30万元。 这样的价格和以前在城中村

办厂相比，成本增加一倍都不止。 “规模稍微

大的企业，光厂房一项开支每年就增加上百万

元，且租金价格年年上涨。 ”

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同样让受访民企苦不

堪言。 “现在员工薪资比以前明显上涨，不涨

就招不到人。 我们是拼价格的产业，同行杀价

杀的厉害，利润很薄。 ” 在温州从事20多年鞋

业生意的老方说，“现在员工流动性大， 一言

不合就走人。 ”

王宏波说， 现在不仅缺乏高端科技人才，

熟练的蓝领工人更缺。“传统制造业不太受90

后欢迎，由于缺乏职业教育，即使招过来的年

轻工人素质也不高。 ” 温州煜航服饰相关负责

人表示，即使这样，公司去年人工成本100多

万元。现在招工条件越来越高，除了包食宿外，

一个月至少得给1万多元。

近年来， 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在不断侵

蚀着企业利润。“原材料涨价，但我们的产品难

以涨价。 涨价后下游企业如果不接受，就会转而

找业内的小企业供货。 只能维持原价，缩减自己

的利润，补贴客户，留住客户。”温州某销售过亿

元的化工企业老板小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银行出“奇招”化解融资难

信保基金大有可为

多个难题待解

融资难不难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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