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调查14 2019年7月29日 星期一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众多，制造业发达，区域经济外
贸依存度高……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一直被
视为浙江省的“金字招牌”。

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浙江台州目前已聚集
54万家市场主体，相当于每11个台州人中就有1个是
企业主；这里的中小银行众多，是全国唯一拥有3家法
人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级市；台州也是国家级“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一系列解决“堵点”“痛点”
的金融创新也在这里接连推出。

活血——

“环境建设”破解信息不对称
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从短期来看，是指在商业

活动可持续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同时有效降低资金价格。但从长远来看，这涉及一个基
础性问题——“增量降价”之所以可行，在于激活了小微
企业沉睡的信用信息，金融机构据此才能对企业做出准
确的判断。

因此，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疏通信用信息淤堵犹
如“舒筋活血”，是金融服务“打地基”的工作。

记者调研发现，针对当前银行机构“不敢贷、不愿
贷、不能贷”的“痛点”，祛病的关键是信用环境建设，
必须推动信息畅通，进而实现信用识别、信用转化、失
信惩戒，让企业敬畏市场、珍惜信用，最终形成良性
循环。

其中，搭建好相关的数据平台是基础。“浙江银保
监局已经与省大数据管理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
工商、法院、税务、公安、环保等 23 个省级部门建立了
数据共享对接，并与地市数据对接，由我们牵头推进

‘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这属于公益性项
目，金融机构将免费使用。”浙江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包
祖明说。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信息均具有“信用价值”。
为此，浙江银保监局正在组织信贷专家对数据进行全面
梳理，从中挑出银行所需要的信息。目前，该平台依托
的信息包括3类，公共信用信息、特定信用信息、企业提
供信息；正在开发的功能模块有3个，融资供需对接、信
用信息共享、授信流程支持。

具体来看，“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将
分 3 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实现现有共享数据的查
询；第二阶段，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的线上查询、线上
办理，将此前不动产抵押“双人复核、双人核押”所需
的 8 天至 11 天时间缩短至 1 天；第三阶段，通过该平
台实现银行间的相关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对每个企业数据的多方对比，达到信息对
称。”包祖明说。

据悉，预计到今年年底，“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将实现主要功能模块的试运行。

数据基础解决了信用识别问题，那么如何实现信用
转化、失信惩戒呢？台州市的做法颇具代表性。该市以

“信用立市”为目标，将信用视为最核心的竞争力，推进
宽严相济的失信惩戒机制，其中，已梳理18项守信“红
名单”和36项失信“黑名单”，综合确定失信主体并强化
联合惩戒，对失信人采取不开立账户、停止办理授信、停
止信用卡授信等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探索如何让信用更好地带动
小微企业融资。”台州银保监分局局长曹光群说，如建立

“掌上办贷”数字金融平台，全面引入浙江省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数据，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申请信用贷款，获得
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台州全市银行
业“信用贷款”余额达90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18亿
元，增长36%，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4.3个百分点；同
时，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72%，关注类贷款率为
0.8%，两项指标之和连续3年保持全省最低。

增氧——

中期流贷创新剑指“倒贷”
信用环境建设为融资畅通打好了“地基”，民企、

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氧气”的可能性提升。但值得注
意的是，解决了“贷不到款”问题后，人们容易忽视增
氧过程中的一个“堵点”——“融资期限安排不合理”
问题。

“小企业申办最多的是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各家银
行给的期限多为1年。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短期流
动资金贷款往往不能完全匹配企业的生产经营周期和
回款周期。”杭州市萧山区某汽配企业负责人说，于是就
出现了一些无奈的操作，如“短贷长用”“倒贷转贷”。

该负责人口中的“倒贷转贷”，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过桥资金”，大多涉及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具体怎么
操作呢？这位企业负责人打了个比方：假设企业获得
了银行 300 万元 1 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按照合同约
定，企业前 11 个月已分期、按时偿还了利息，需要在
最后一个月偿还该月利息以及全部本金，但企业却恰
好在此时购买了一套价格较高的机器设备，一下子拿
不出这么多钱。这时，为保证按时还款、避免出现逾
期记录，企业会通过社会渠道寻找“过桥资金”，先借
钱把这 300 万元本金及当月利息还清，再去银行申请
一笔新的贷款，由此得以持续周转。

别看“过桥资金”的使用期限不长，但成本却很高，
不少企业抱怨“倒贷一次多付半年利息”。加之部分社
会机构和人员乘虚而入，借机开展高息借贷活动，更进
一步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极易引发资金链紧张甚至
断裂等流动性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浙江银保监局正在探索深
化‘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服务，引导辖内银行优化信贷
供给结构，提高中期流贷的比例和覆盖面。”包祖
明说。

具体来看，此次创新集中在3种模式上，即中期贷
款内嵌年审制、中期授信内嵌预审制、循环式。其中，通
过内嵌年审制、预审制，银行机构每年对贷款情况进行
审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持续使用贷款资金，贷款实际
使用期限最长可达3年。

在循环式的模式下，企业可在3年内多次提取、随
借随还、循环使用贷款额度，既能及时匹配资金需求，又
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以上3种新模式的核心，在于确保企业获得相对
较长期限的贷款或授信承诺，稳定企业融资预期，同时
有效控制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包祖明说。

目前，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正在大力推广“营
运资金贷款”产品，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已设计开
发“年审贷”产品，宁波银行杭州分行正在着力推动“转
贷融”业务，浙江省农村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推广“循环
式”信贷产品。

但是，如何防控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企业如
果挪用信贷资金怎么办？

为此，浙江银保监局在政策中明确规定，获得中
期流贷的企业需满足以下 3 个条件。一是有合理中
期流动资金贷款需求，且自身具有一定的铺底流动资
金；二是依法合规经营，生产经营正常，经营能力和财
务状况较好；三是信用良好，具备还款能力和还款
意愿。

在此基础上，各商业银行再根据自身的信贷管理特
点，制定个性化的企业准入标准，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的
要求进行风险判断并开展业务，重点对制造业企业、小
微企业给予政策倾斜。

滴灌——

差异化问诊企业需求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增氧的过程还存在另一个“堵

点”——如何为民营、小微企业“量体裁衣”提供金融服务。
浙江的思路是，探索“4+1”模式，满足小微企业的

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4”是指把小微企业分为4类，小
微企业园、科创型、供应链型、吸纳就业型，在此基础上，
细分客户群体，拿出差异化、定制化的服务方案；“1”是
指银行保险机构与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在小微金融服
务方面深化合作，银行机构要以“可获得、可负担、可持
续”为原则，增量扩面降成本。

走进杭州市滨江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智慧 e
谷”B座12层，记者见到了浙江贵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桂发二，这位“理工男”谈起专业技术时如
数家珍，水质模型、三维建模、高仿真技术……这些技术
目前都已运用在贵仁科技的主业中，如海绵城市、智慧
水务、智慧环保等。此外，该公司还参与了多项国家“十
三五”规划课题和重大专项课题研究，目前拥有发明专
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42项。

“但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之路并不好走。”桂发二
说，一是科技企业前期的研发资金消耗量较大；二是难
以提供足够的抵质押担保资产。

对此，金融服务应如何“量体裁衣”？“我们接触贵仁
科技后发现，虽然该公司属于轻资产企业，但其产品市
场接受度较好，下游客户多是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应
收账款回笼比较确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萧然支行行
长来伟英说。经过综合评估，民生银行创新举措，以

“300万元信用贷款+120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为
组合，给予企业1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贵仁科技故事的背后，实际上讨论的是“优质但不符
合传统授信门槛的小企业，银行如何发现并认出它们”。

“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我们需要主动走访企业。”曹
光群说，台州已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小微企业融资监测
与服务机制”，将选取20家重点小微园区、10家供应链
提供银行、20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和300家吸纳就业型
企业，由主办银行开展数据归集、走访，动态监测企业的
融资满足情况。目前，该机制已在9个县（市区）的小微
园区全面铺开，接下来将逐步推广到当地所有小微
企业。

具体来看，该监测机制把小微企业分为6类：有融
资、无融资、有融资需求、无融资需求、融资需求得到满
足、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针对某一家小微企业，主要的监测指标有7项，即
小微企业融资规模、投向结构、贷款利率、期限、还款方
式创新、民间融资、融资风险；针对台州市银行业，则主
要监测银行业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方式和利率水平，按
照不同的贷款主体类型、金额区间、期限、担保方式等，
分析平均利率及利率区间的分布情况。

台州银保监分局曾在监测中发现，某园区中有4家
企业存在有融资需求但未被满足的情况，其中，浙江衣
拿科技有限公司急需融资用于项目建设。在该分局的
指导牵线下，最终由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分行给予了该企
业3000万元的新增授信。

“结合统计分析，银行应重点走访有融资需求但没得
到满足的企业和园区，找出银行金融服务存在的不足，提
出针对性解决措施，提高企业获得感。”曹光群说。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效能这样提升
——浙江破解融资难融资贵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国民 郭子源 李晨阳

中小型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处于

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发展普惠金融、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记者

在浙江调研发现，当地在中小型银行服务

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方面进行了诸

多探索：一是深耕信用环境建设、完善省

级金融数据平台，为银企信息不对称“化

瘀”，为畅通融资“打地基”；二是改进融资

期限安排，创新“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服

务，让企业避免“高息过桥”；三是坚持服

务基层，差异化问诊不同企业的融资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小微企业融资监

测”，做到“量体裁衣”。请看记者发回的

报道。

当大型企业逐渐走向资本市场、
选择直接融资渠道，商业银行信贷业
务这一间接融资渠道将重点服务哪些
客户？答案肯定包含中小企业、小微
企业，这是趋势，也是未来机遇所在。

“企业有需求、银行想办法”，这是
笔者在我国小微企业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浙江台州市采访时常听到的一
句话，其背后蕴含的理念引人深思，即
对于银行来说，小微企业应该是资源
而非负担。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银
行应主动适应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
精准对接小微企业的需求。

银行业内人士都知道，做小微业
务“辛苦”，苦在点多、面广，苦在经营
成本高，苦在信用风险相对难把控。
那么，如何让小微企业真正成为银行
的优质资源？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
部门要积极作为，持续优化金融环境、
深化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相关服
务平台建设。另一方面，银行机构应
重点从信贷供给、资金价格、风险防控
3 个方面入手，保证小微金融服务的

“商业可持续”。
首先，信贷供给方面，在监管部

门的指导下，目前一些商业银行已为
小微业务专门配置了信贷计划。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末，全国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35.15万亿元，其中，单
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25 万亿元，
较2018年初增长2.57万亿元，增幅达
33.46% ，比 各 项 贷 款 平 均 增 幅 高
14.17 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户数 1928 万户，较 2018 年初
增加 660 万户。当前，信贷供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不少银行仍有加大力度的空间。

其次，从资金价格方面，需重点发力缓解“融资贵”。众
所周知，为实现商业可持续，银行需要用收益覆盖成本加风
险，因此，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实际上由3部分构成，即银
行的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小微企业的风险成本。那么，降
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也需从这3部分切入，其中，由于风险
成本相对固定，那么降低前两项就成了关键。目前，为降低
银行的资金成本，监管层已采取了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
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同时，鼓励政策性银行通过“转贷款”形式与商业银行合作，
打通政策性低成本资金进入小微企业的通道。接下来，银
行业金融机构还需在降低自身运营成本上下功夫，善用金
融科技的力量，将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将跑腿代办与
政银联通融合，创新产品模式、提升服务效率。

最后，在风险管控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手段，深度挖掘银行自身的
金融数据以及税收、工商、电力等外部信息资源，破解银
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创新信用评价方式，发掘真正优质的
小微企业。同时，为充分调动基层信贷员的“敢贷、愿贷”
积极性，银行还需进一步完善“尽职免责”工作机制，将尽
职免责与不良贷款容忍制度相结合，实施差异化的绩效
考核评价。

服
务
﹃
小
微
﹄
就
是
成
就
未
来

郭
子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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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主来说，实现较快放贷是迫切需
求。在浙江省台州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通过客户经理手
中的一台平板电脑，正让办理贷款“立等可取”成为现实。
这背后，是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统一部署下，银行业金融机
构提升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延伸服务半径的持续
探索。

走进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凤阳章村，这个远近闻名的
“筛网布”专业村里，村民章高春家中的30多台剑杆织机正
隆隆作响。“正在制作的这批防虫网即将发往海南，这个时
候企业流动资金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缺。”章高春说，没想
到银行的客户经理主动上门服务，帮忙办理贷款。

“老章，麻烦拿你的身份证扫描一下。”泰隆银行路桥新
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客户经理陈信羽手里端着一个
PAD（平板电脑）说。随着“嘀”的一声，章高春的征信报告
已在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贷款记录、是否有逾期等信息一
目了然。同时，由于是老客户，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等基本资
料也完整显示。

陈信羽在PAD中填写完相关信息，最后按下“发放贷
款”键。很快，章高春的手机就收到了50万元贷款成功到
账的提示信息，此时距离陈信羽上门服务仅15分钟。

客户经理的PAD是如何与银行的授信审批后台完成
对接的？据了解，这台PAD的全称是泰隆银行“金融移动
服务站”，目的是将银行的小微信贷业务与客户的生产、生
活场景有机融合，简化信贷作业流程、统一信贷作业标准、
提高信贷作业效率。目前，“金融移动服务站”的功能已涵
盖12项，核心功能是“移动开户”和“信贷工厂”，其余10项
则属于辅助类功能，如内部数据查看、产品展示和信贷审
批等。

针对核心功能，泰隆银行已专门组建“集中作业中
心”作为后台支撑，7×12 小时同时支持移动开户和信贷
作业，平均每笔业务处理耗时仅56秒。具体而言，信贷工
厂把银行的信息系统与PAD 终端相连接，形成“线上+线
下”服务闭环，并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内嵌“预申请—
贷款申请—贷款审批—合同签订—放款—精准贷后”环
节，各环节间设置校验规则，进而实现了小额信贷业务的
全流程网上通办，办理贷款的时间大为缩短，大大提升了
企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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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实现小额信贷业务全流程网上通办。图为该银行工作人员在后台实时审核办理业务。

浙江台州市之恩环保（电镀）产业园占地155亩，已
建设完成12栋电镀用标准厂房，图为入驻产业园的电镀
小微企业。当地的多家金融机构以园区为单位，对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问诊。

“PAD银行”让贷款立等可取
本报记者 郭子源

浙江省台州市典佳艺日用品公司是一家塑料制品
小微企业。台州金融机构主动走访问需企业，给该公司
发放信用贷款46.6万美元，用于技术改造。图为典佳艺
公司升级后的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