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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资 成 本 怎 样 降 下 来
——辽宁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调查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温济聪

接连发生债务违约接连发生债务违约““爆爆
雷雷””事件事件，，对地方金融生态造对地方金融生态造
成极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成极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普惠普惠
小微贷款利率高出全国利率小微贷款利率高出全国利率
水平水平2525%%左右左右，，辽宁在下大力辽宁在下大力
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
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企业融资仍然面临着严峻的企业融资
难题难题。。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综合改善金融生态才能从根综合改善金融生态才能从根
本上降低融资成本本上降低融资成本。。经济日经济日
报记者日前深入辽宁调查发报记者日前深入辽宁调查发
现现，，通过银企对接通过银企对接、、政府和各政府和各
级金融监管部门合力级金融监管部门合力，，广大企广大企
业期盼的金融生态正在构建业期盼的金融生态正在构建。。

记者的调查“挑”了

一个复杂选题，融资成

本容易说清楚吗？的

确，影响因素千丝万缕，

求真查实也很费神。但

它事关经济血液循环是

否通畅，事关企业创新

发展成败以及区域金融

生态口碑。迎难而上的

信心，来自于辽宁上下

扭转融资困境的决心，

来自于滴水穿石的韧性

改变。

调查中一个声音振

聋发聩：如果民间借贷

更易获利，谁还去坚守

实体经济？所幸的是，

我们看到政府下力气改

善金融生态环境，深挖

彻查出重拳；开辟转贷

资金池，科技融资担保

不看“押品”看“人品”；

扶持、奖掖企业上市，多

元引入金融活水。同时

看到，金融机构也在回

归本源，政策护航减费

让利惠及企业；尽职免

责，设定合理的不良容

忍度，激励银行敢贷、愿贷、能贷；小微企业信

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增加，获得感显

著增强……

为啥小微企业感觉融资难融资贵？缺信

息、缺抵押、缺担保。民营企业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凸显融资支持的可贵。普惠金融业务

越多越好，还请继续。融资渠道单一也是一

大难题，除了地方努力，也盼能有更给力的

“及时雨”。

辨材须待七年期，金融生态的修复与改

善岂能一蹴而就？站在一边看，还是跟着一

起干？态度不同，结果迥异。辽宁正在紧锣

密鼓抓落实，全力缩短“说了”和“做了”“发文

件”和“落实了”之间的距离。好政策好措施

抵达企业的“最后一公尺”更见功夫。等闲识

得东风面，嫁与春风不用媒。

金融，金融，还是金融。记者近日在辽宁走

访中了解到，企业最关心的“外部条件”，主要集

中在改善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国家及

地方出台的降费让利惠企融资政策“最后一公

里”在当地落实如何？民营企业获得感怎样？还

有哪些“堵点”亟待疏导？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开

展了深入采访调查。

金融水暖暖几许

金融水暖企先知。“建行的‘云电贷’真给力，

仅查一下我们企业的用电情况，加上银行后台的

大数据分析，200 万元就‘秒贷’到账了，真神

奇！无抵押的纯信用贷款为我们这些小微企业

解决了大问题。”辽宁营口大石桥市鸿源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负责人田亮称赞道。

“利率低且随借随还的‘云电贷’业务是建行

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做的，用于短期生产经营周转

的自助信用贷款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

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关锐告诉记者，该业务主要

基于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信息，通过大数据分

析建立全新的客户评价体系，并利用“云电贷”线

上评价模型分析判断企业经营状况和履约能力，

作为授信依据。

田亮点赞的“神奇”，背后是建行 6年投入万

余名业务“高手”，为客户精心打造的“云贷”数据

测算平台，累计投入资金过千亿元。企业用电、

纳税、社保等信用情况都会经大数据分析模型作

出精准评价——服务中小微的信用贷款早已插

上了智慧翅膀。

眼下，沈阳龙锦兴钢材有限公司生意红红火

火，公司总经理郭建宇的烦恼不再。原来，该企

业 前 期 垫 付 资 金 较 大 ，应 收 账 款 却 经 常“ 卡

壳”——农行推出的“链捷贷”让郭建宇看到了希

望。记者了解到，该业务无需抵质押也无需提供

繁复的财务报表，凭借龙锦兴钢材有限公司贸易

链上的一家核心企业，农行以产业链核心企业的

信用为产业链其他供应商增信，方便快捷地给企

业线上发放贷款。截至今年 5月末，该公司累计

获得贷款4025万元。

“一环活、全链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分行

副行长、沈阳分行行长周学军告诉记者，“链捷

贷”解开了上下游产业链“三角债”互相掣肘的死

结，现在用核心企业担保，全链互保，一扣解开全

链皆活。“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我们还推出

了‘惠农 e贷’等线上产品，有效解决了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至今，我行普惠

金融业务发展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19 年末、

2020 年末增速分别为 59.1%、65.2%，贷款额及增

速均排名农行省内分行第一。”周学军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5月末，辽宁辖内银行业各

项贷款余额40626亿元，比年初增加1283亿元，同

比增长 5.7%。其中，全国性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 25027亿元，比年初新增 847亿元，占全部新增

贷款比例达66%，贷款增速7.4%，为近5年新高。

融资贵贵在哪里

“民营企业对融资成本非常敏感。”辽宁银保

监局普惠金融处处长白玉辉说，从银行角度看，

影响资金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政策性银行如国

开 行 可 以 拿 出 低 成 本 资 金 贷 款（利 率 低 至

2.5%），其他股份制银行或者城商行就难以做到。

“我们经常跨区域融资，总体感觉在东北的

融资成本比南方高出 15%至 30%。”奥克控股集

团是一家总部在辽宁的民营企业，企业高级副总

裁宋恩军告诉记者，“融资贵就‘贵’在政银企三

方信息不对称，政策落地难。现在，省里建立了

沟通机制，感觉好多了。”

不妨实际对比一下辽宁和全国水平。今年

5 月 份 ，全 国 新 发 放 的 普 惠 小 微 贷 款 利 率 为

4.93%（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同期，辽宁新发

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为 6.17%（同比下降 0.09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这一数据，辽宁

高出全国利率水平25%左右。

但仅看这一个数据，着实有点冤枉。辽宁银

保监局副局长谭震表示，辽宁其实一直在尽全力

压缩企业融资成本，6.1%的贷款利率水平是从

2018年的8.9%“压”下来的，降幅很大很明显。

然而，仍有企业感到融资贵。沈阳联立铜业

集团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张立君坦言，夹在企业

与银行间的融资腐败加大了企业成本。他向记

者讲了一个“蚂蚁绊倒大象”的企业遭遇。

2012 年 9 月，联立铜业集团分公司（沈阳新

兴铜业公司）有一笔 3000 万元贷款需要向某银

行续贷。为此，该企业被迫同小贷公司签署日息

3‰的短期过桥贷协议，并在借款当日被小贷公

司立即扣除 292万元，业内称为“砍头息”。事后

银行却以各种理由拖延续贷以致断贷，导致该企

业落进“套路贷的坑里”，前后被小贷公司追索

1.23亿元之巨，被迫打起了官司。

“没想到年化利率高达 109%的小额贷竟获

得法院支持，这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立君说，企业走向了破产边缘。作为昔日东北

生产高纯铜最大的产销企业，拥有世界级的先进

生产线，联立铜业集团何曾想到被小额贷款给绊

倒，企业至今仍有近 12 万平方米的场地被小贷

公司强行占用。

“我们渴望降低融资成本，更期待公平正

义。”联立铜业集团负责人回首融资贵的前尘往

事慨叹不已。他也注意到，辽宁营商环境近来向

好的转变，“有越来越多部门为企业说话了，我们

盼望真心支持企业发展的融资金桥建起来。”

“不能有民间借贷更容易获利的导向。”不断

为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鼓与呼的辽宁律师协会副

会长李宗胜认为，有的银行对民营企业借款期限

比较短，导致企业实质利用资本大打折扣，看似

取得银行贷款成本不高，但经过短期“过桥”，企

业经营成本又大幅增加了。李宗胜呼吁：“要堵

住转贷过程中的灰色甚至黑色利益链。”

多次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的辽宁省主要领

导明确表示，要重拳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深

挖彻查破坏辽宁法治环境、信用环境、金融环境

背后的腐败问题。去年，辽宁省检察院与公安厅

联合开展了涉民企“挂案”集中清理行动，坚持

“少捕慎诉”，不断向广大民营企业释放司法善

意。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李成林表示，“对于各

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案件办理是否公

正对安全感的影响最为深刻，对市场预期的影响

最为直接，对创新创业的影响最为明显。这就要

求检察机关坚持客观公正、不枉不纵。”

及时来雨雨不歇

除了银企对接会，政府和各级金融监管部门

还共同合力——来一场“人工降雨”。

今年，辽宁丹东蓝天环保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遭遇回款不畅，现金流吃紧，一筹莫展。没想到，

银行为其提供了 200万元贷款。企业迎来的“及

时雨”，受益于人民银行支小再贷款的政策支持。

这一政策起于今年 3 月 9 日，央行决定对辽

宁在内的多个省份增加再贷款额度，引导地方法

人银行扩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

放。其中，辽宁获得 240 亿元再贷款额度，辽宁

90%的地方法人银行符合再贷款使用条件。

“及时雨”也是“风向标”。中国人民银行沈阳

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尹久表示，240亿元再

贷款是国家对信用环境优化地区的优惠政策。他

说，“全国 2000 亿元的再贷款‘盘子’中，辽宁获

得 240 亿元，份额较大，一方面说明辽宁的信用

环境确实在一步步好转，另一方面体现了政策支

持的导向，目前已惠及15048户市场主体。”

“其实有很多好政策好创新，但企业不知

道。”建行沈阳中山支行行长姜述松说起推广“云

税贷”的艰难，连连摇头。由于知者用者寥寥，真

正从手机 APP 即刻享受不见面贷款的客户，不

到诚信纳税客户统计数量的 3%。为此，建行辽

宁分行拿出几百万元做广告宣传。然而，面对银

行业务员的主动推介，警惕的客户对送上门来的

好事，第一反应是“骗子”。

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创业者邵阳阳，一路走

来都是靠亲友高息拆借资金。他对记者说，“高成本

融资太久，以致人们不敢相信好政策已在身边。”

辽宁，太渴盼一场金融“及时雨”了。为帮企

业走出困局，除了国家和省市的金融支持政策，

辽宁银保监局、辽宁省金融监督管理局等也在助

力这场“人工降雨”。

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辽宁银保监局启动金

融服务科创企业“春笋行动”，确立了摸清需求、形

成方案、组织对接、推广成熟模式的“四步走”思

路；根据辽宁科技厅提供的科技企业名单，指导

银行机构选定260户高成长科创企业逐户摸排。

数据显示，3月末，辽宁辖内法人银行科技型

企业贷款余额145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科技

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00亿元，占比69%，同比增

长19%；科创企业贷款余额21亿元，同比增长91%。

同时，他们还做好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谭震介绍，辽宁银保监局多次开展延期还

本付息政策到期影响及惠企政策问题评估等专

题调研，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经营；逐步缩减收费

服务项目，引导银行机构通过利率优惠、减免服

务收费等方式为企业让利；并加大乱收费行为惩

处力度，形成监管震慑。

“要围绕实质性产学研联盟的研发需求，为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对有上市潜力和需求的

企业培育力度，通过专题培训帮助企业上市融

资。随着工作推进，更多金融资源将被配置到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辽宁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杜卓说。

多方合力力渐强

“影响融资成本的深层原因是环境。”北京一

家信托公司的风控经理向记者披露，早在几年

前，辽宁接连发生东北特钢、辉山乳业等债务违

约“爆雷”事件后，信托业、银行业就在内部发布

了东北地区投资风险警示及清欠舆情等预警。

不少银行总部收回地方的大额贷款审批权限，并

整体下调了地方企业信用评级。一位省级分行

的领导说，接续“爆雷”看似孤立事件，但对辽宁

地方金融生态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极大。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王刚把债

务违约“爆雷”后续发酵比喻为“破窗效应”，“可

以说‘破’一次债，伤一次心。很多人为此受到问

责。”在王刚看来，提早发现症结精准拆弹，主动

化解债务风险，改善信用环境，政府要与金融部

门形成合力。

然而，地方政府也有苦衷。一位地方领导

说，各级政府确实在尽全力“排雷”，可实力有限，

一味指望政府“兜底”不现实。

“金融是经济的镜像。”辽宁省委党校经济学

教授孙伟祖认为，改善金融生态必须向着标本兼

治方向努力，“要不留情面地追本溯源”。

根源在哪？

业内人说，辽宁银行多，资源分散，彼此通气

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分行行长周亮球建议，

辽宁金融业应构建完善的信息和数据共享体系，

消除隐性壁垒，加强信贷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外部同行看，辽宁创新型金融工具牌照少，

融资渠道窄，千军万马走银行间接融资这一座独

木桥。“企业何尝不想通过发企业债来直接融资，

可是挂牌之后没动静啊！”辽宁金融界一位业内

人士坦言，总量看，辽宁企业发债少，企业上市数

量也偏少。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

授张永冀认为，应引导企业利用发行公司债，

IPO 上市，或通过私募、创投基金等进行股权融

资，解决融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

以沈阳为例，私募基金公司才几家，不及深

圳的 1%。政府牵头设立的盛京基金仅 4500 万

元规模，虽然投资运营不错，但受益企业仍感觉

不解渴。高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和困难期最需要

资金支持，却很少有人“给没挂果的树浇水”。数

据显示，2020年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达 425

家，东北入围的全在辽宁，仅有3家。

沈阳科技局局长赵日刚为这种状况深感焦

虑，“科技创新始于科技，成于金融。金融机构对中

小科技公司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尽管

如此，沈阳仍没放弃，仍很努力，协调各方资源千

方百计让更多金融之“水”流向沈阳，助力沈阳高

新技术企业“密度”和增速均排在全国副省级城

市前列。“东北振兴说到底还得实干。”赵日刚说。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

融稳经济稳。综合改善金融生态才能根本上降

低融资成本。对此，政府、银行和企业想到了一

起。2020年，辽宁省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

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

出，要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构建良好政银

企关系；健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全力缓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题，配套设定合理的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不良容忍度……

企业期盼的合力正在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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