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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吴东造假骗贷 柳州银行 79 亿元难收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一家总资产仅 800 多亿元，年
净利润 9 亿多元的柳州银行因涉及
被骗贷 328 亿元一时轰动业界。 在
该案件背后， 广西中美天元集团实
际控制人吴东将高管站台、 企业造

假、 内外勾结等等一系列手段运用
的淋漓尽致， 并借此打造了一条流

楼空，唯给柳州银行、北部湾银行等
多家银行留下了一摊烂账， 初步估

程化的骗贷链条。

算超过 100 多亿元债务未清偿。 由

报中却丝毫未提及。“
案件仍在公安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在
吴东去年 9 月底东窗事发被抓之

于贷款中牵涉资产造假， 银行在执
行抵押物处置中陷入了尴尬境地。

机关侦查，银行暂时不便多说。 ”柳
州银行办公室相关人士委婉拒绝了

后， 该家族比较有代表的中美天元
集团、 海生药业等等企业已经人去

值得关注的是， 这笔巨额贷款
并未在银行相关财报中体现。 柳州

银行去年已经对吴东家族贷款进行
了一次核查，但是在该行 2014 年年

记者采访， 当地不少金融人士也对
此事讳莫如深。

血案
该行凶案件在当地影响极为恶劣，起因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2014 年 5 月 10 日，柳州银行党

资料显示， 吴东为骗取柳州银

地产评估公司评估人员， 采取变造、

背景，表面的实力也非常强，在同

委书记、董事长李耀清遭人雇凶砍伤，
由此牵出了吴东的一起惊天骗贷案。

行贷款，指使朱锦华、杨静伪造向柳

伪造等方法制作虚假的土地评估报
告，后该虚假的土地评估报告作为贷

一些高官密切交往时，强硬的人脉

州银行贷款所需的相关增值税纳税

据了解，该行凶案件在当地影
响极为恶劣， 起因是新官上任的

申报表、利润表、银行交易流水、货
物购销合同、 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虚

款资料使用于骗取银行贷款。
“
贷款的企业情况、抵押的资产

资料显示，中美天元集团的产业
布局分为金融、能源、房地产和医药四

“三把火”。 2013 年 9 月，李耀清接

假材料，并利用其子吴洲、吴浩等人

很多根本就是造假套取贷款。 在

个板块。 仅以金融板块为例，该集团成

任刘忠执掌了柳州银行。 由于多年
从事监管部门工作，李耀清上任的
首要任务就对银行贷款进行了审
查。 该事件引起了吴东的不满，在

注册的广西中海洋改性沥青公司等
六家公司向柳州银行骗取贷款。
周云飞作为辽宁省盘锦市盘山
县国土资源局抵押股工作人员，在柳

2014 年 1 月份 ~2 月份，吴东就以这
种方式分 6 次向柳州银行骗取了贷
款 11 亿元。”一位知情人士称，
“
吴东
旗下公司就一直存在骗贷， 并从银

立了 11 家村镇银行，2 家基金公司，2
家小额贷款公司，并和建行、农行、浦
发、兴业等等大行保持合作关系。
据了解，吴东在北京广西企业商

沟通无效之后，吴东雇凶伤人。

州银行工作人员到盘锦市盘山县国

行套取资金循环使用， 这让他们对

会较为活跃， 在 2007 年加入商会之

2014 年 6 月 14 日， 广西城中
区院以犯罪嫌疑人吴世华、 吴斌、

土资源局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中，
将吴浩事先伪造的《土地他项权利证

这种造假贷款已经轻车就熟了。 ”
300 多亿元骗贷是 4 年的总
“

后， 于 2010 年 9 月担任商会常务理
事职务。 在任期间，由于商会的多位

吴能才、 吴伟林涉嫌故意伤害罪，
犯罪嫌疑人蓝国通，吴世海涉嫌窝
藏罪对六名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

书》交给柳州银行工作人员，并收取
不正当利益；陈坚、吴冬梅则作为房

额，是有循环贷款在其中。 ”该人士
还向记者透露，“吴东在当地很有

顾问都是政府职能部门高官，而吴东
则借商会作为平台编织人际关系网。

案件在后续的深挖过程中，吴
东伤人背后的骗贷案也逐渐浮出
水面。 涉案的朱锦华、杨静、吴春
华、吴观广、周云飞、陈坚、黄冬敏
等人也相继被抓。

也为他贷款提供了不少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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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扩张凶猛
厦门农商行恐现期限错配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依赖于同业业务， 而利息收入仅
在大多数银行被困增速放缓
之时，厦门农商行却是一个例外。

经逐渐向“投资”银行转变，传统
存贷业务则利润贡献有限。

年增速不及去年， 但是总资产
34.86%的增幅依旧亮眼， 在行业
中排名也是数一数二。
然而，记者了解到，厦门农商

进行了整顿， 也明晰了其中潜在
风险。 仅仅依靠同业业务扩张只

有利于吴东骗贷的进行。

第四大客户。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被

集团，吴东在打通贷款造假链条最关
键的一环也是费尽心思，用旗下平台
企业大举入股银行并向内部渗透。
“吴东直接贷款很少动用特别
明显的平台企业， 而银行大股东则

药业有限公司（医药）、广西一洲药业
有限公司（医药）、北京九发药业有限
公司(医药)，其中海生药业一直是柳
州银行少有的非国有法人股东。
柳州银行 2014 年年报显示，海

实际上， 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
银行在给关联公司实行授信时，都必
须要通过董事会决议和公告，也是为
了规避银行可能存在的内控风险。
从吴东的骗贷操作看， 他运用

办案机关认定贷款诈骗 27.9 亿元。
公司由吴东长子吴洲安排成立，该
公司法人代表刘海丽， 海生药业集
团常务副总裁邹燕春充当大股东，
这个空壳公司也无实际业务。

比较明显。 ”上述知情人士称。
记者了解到， 中美天元集团的

生药业持 有 柳 州 银 行 股 份 1.1 亿
股，占总股本的 6.44%，该股份常年

大量空壳公司绕过了这道程序。 比较
典型的是，中联通润石油科技公司的

事实上，2011 年吴东家族旗下
黄骅东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盘锦中

四大领域公开的公司，主要有南宁正
晨石化（石油化工）、广西投融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金融）、蓝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房地产）、盘锦中美天元房

处于质押状态。
“一些地方银行的监管会存在
一些漏洞，而这就给了吴东机会。 ”
上述知情人士称， 入股银行之后能

贷款。 作为吴东中美天元旗下的公
司，中联通润石油科技公司一直位居
柳州银行前十大客户名单中。
据 2014 年柳州银行年报显示，

天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广西一洲药业
有限公司、北海新特药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南宁市正晨石化有限公司 5 家
公司在柳州银行最大授信客户中都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广西海

够顺利的打通银行关系渠道， 更加

中联通润石油科技公司是柳州银行

榜上有名，其贷款过程可见一斑。

蹊跷的年报

行的 前 途 也 令 人 担 忧 。 但 是 ， 在
2014 年的银行年报中，这一事件完
全未被提及。 无论是从银行净利
润、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还是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上，都丝

信集中度小于 15%，贷款五级分类
中正常贷款占比 90.225%。
同时， 柳州银行质押贷款
107.4 亿元，占比未 44.39%。
更值得关注的是，广西中联通润
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柳州银行

以及家族企业多名高管被关押，目
前柳州银行贷给吴东家族及其企
业的贷款，有近 79 亿元无法收回。
这也就是说， 在柳州银行
241.9 亿元的贷款中，有近 30%多的
贷款是投向吴东家族，而今偿还困

州银行刚刚开完了年中工作会。 会
议上， 柳州银行公布了上半年业绩
情况。 截至 6 月末，该银行的资产规
模已经达到了 946 亿元， 各项存款
余额达到 526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
达到 295 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 4.82

毫没有反映出这一危机。
柳州银行 2014 年年报数据显
示，截至 2014 年年底，该行总资产
775.1 亿元，实现净利润 9.09 亿元，

的贷款额度为 1.89 亿元，占总贷款的
0.78%，但是贷款形态上仍未
“
正常”。
据媒体报道， 截至 2015 年 6
月，吴东家族及其企业在柳州银行

难的概率较大。 质押贷款虽然占比
达到 44.39%，但是其中是否存在抵
押造假却犹未可知。
记者就此联系柳州银行办公

亿元，银行还被选入了 2015 年广西
企业 100 强。
但是，随着吴东家族及公司的
被查， 银行贷款危机如何度过，贷

公司贷款总额 241.9 亿元， 贷款损
失准备 7.05 亿元，单一集团客户授

未到期贷款 63.2 亿元， 逾期未还
16.3 亿元。 由于吴东家族多名成员

室，该行相关人士也对此不予回应。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 7 月底，柳

款需求会不会萎缩等等问题都迫
切等待银行高管去解决。

重庆农商行不良现“双升”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在近 8 年间， 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以下简称“
重庆农商行”）不良贷

款首现“
双升”。 作为首家在香港上
市的农村商业银行， 该行也不得不
面对资产质量下滑、 净利润增速下
降的现实。

该行中报显示，截至报告期，重
庆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3.71 亿元 ~22.58 亿元，不良贷款率
0.85%，较年初上升 0.07 个百分点。

此外， 该行净利润增速首次
降至个位数为 8.26%， 净利 差 也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3.16% 下 降 至
3.04%。

资产质量承压
根据该行公布的 2015 年中报
显示，今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为
22.58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加 3.71 亿
元，不良贷款率 0.85%，较年初 上
升 0.07 个百分点。
同时关注类贷款增长也较快。
数据显示，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加 10.90 亿元 ~67.93 亿元，
而该项目在 2014 年全年增量仅为
4.51 亿元。这也就是说，该行不良贷

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上升额
度均超过 2014 年全年变动额度。
重庆农商行董事会办公室认
为，上半年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
良率的双重反弹属于行业性问题，
主要原因是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的大环境下，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经
营风险逐步暴露，从而引发相关上
下游的不良贷款上升。
面对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该行

据重庆农商行年报公布数据显
示，截至 2015 年 6 月末，重庆农商
行资产规模达 6727.81 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8.71%。 虽然该行实现了营业
收入 105.28 亿元，同比增长 11.04%，

虽然不良
“
双升”，但拨备较年初下降
了 30.42 个百分点至 429.37%。
重庆农商行净利差由去年同期
的 3.16%下降至 3.04%。 由于利息收
入是该行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营业

户、拓宽新领域，加快中间业务收
入的发展，力争将利润增速保持在
同业中的合理水平。 ”该行董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重庆

却仍然面临着净利润增长乏力。
根据重庆农商行上市后的
2010 年 ~2014 年年报显示，5 年间
该 行 净 利 润 增 幅 分 别 为 62.11% 、
38.77%、14.75%、11.85%、13.27%。 然
而，2015 年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该

收入中占比高达 92.82%， 因此净利
差收窄对该行的影响依旧严峻。
该行坦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增速放缓的新常态，金融改革不断
深化， 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银行业整体利润增速放缓将使大

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有所下降。 数
据显示，该行资本充足率 11.51%，较上
年末下降 0.94 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
9.32%，较上年末下降 0.80 个百分点。
重庆农商行认为， 受政策和市

行股东的净利润 38.88 亿元， 同比
增长 8.26%， 这是重庆农商行净利
润增速首次滑至个位数。

势所趋， 该行也面临贷款增速放
缓、存贷利差收窄、不良反弹的新
压力， 整体盈利能力同比有所放

场因素影响， 资金市场高利润产品
向高风险权重资产集中， 该行在资
本可承受范围内充分利用资金创造

据了解，这种增长乏力并非来自
于拨备的侵蚀。数据显示，重庆农商行

缓。“
未来，重庆农商行将顺应市场
变化，通过打造新产品、拓展新客

合理利润， 致上半年风险加权资产
总额上升较快。

经营数据一直不俗的重庆农
商行在净利润和不良贷款迎来了
一个转折点。
在资产质量方面， 自 2008 年
改组成立至 2013 年的 6 年间，该
行罕见地保持了 6 年不良“双降”。
即使是该行在 2014 年资产质量刚
刚露出恶化的苗头，不良率仍然控
制较好， 相比上年末降低 0.02 个
百分点至 0.78%。

能短期见效， 增长的持续性难以
为继。 ”一家城商行人士表示。

根据厦门农商行的二季度经

项目， 一方面长期来说监管方面

营数据显示， 该行合并口径下总
资产为 833.02 亿元，较 2014 年末

是不鼓励的， 另一方面期限错配
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

总资产增加 215.31 亿元，而 2014

2012 年以来， 商业银行表内

年全年资产增量为 233.63 亿元，

非标业务迅速扩张，尤其是买入返

仅半年时间， 该行的资产增加规
模已逼近 2014 年全年增量。

售类的非标业务增加明显。 但在
2014 年，银监会先后出台了相关政

其中，同业存放款项、买入返

策，对银行同业业务进行了诸多限

售等同业业务增长较多。 截至 6

制和规范，其中包括非标资产投资

月末， 厦门农商行同业业务增量
合计为 205.75 亿元。 其中，增速

总余额（理财资金加自有和同业资
金投资）不得高于上一年审计报告

最快的是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5 年上半年，该业务较年初翻
了 一 番 ， 从 40.04 亿 元 增 长 到
84.33 亿元。

披露总资产的 4%等， 且非标准化
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得新发生。
但由于同业业务尤其是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业务的收益可观风
险很低， 因此还是对银行有较大

所谓买入返售业务 ， 是指商
业银行（逆回购方，即资金融出方）
与金融机构（正回购方，即资金融入
方）按照协议约定先买入金融资产，
再按约定价格于到期日返售给该金
融机构的资金融通行为。

吸引力。
以 重 庆 农 商 行 为 例 ，2014
年，该行 2014 年，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利息收入 47.03 亿元， 同比
增加 6.78 亿元，增幅 16.85%，平
均收益率为 6.78%，较 2013 年增
长了 0.37 个百分点。
对于同业业务增长提振资

另有城商行高管对 《中国经

产总量的情况， 厦门农商行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道， 该行

营报》记者表示，银行利用同业业
务往来这种方法做大自己的资产
规模，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

合议贷款增速约 为 20% ， 较 资
产增速低。 面临利率市场化进

贷款规模等指标的限制， 但大量
使用同业的短期资金来投资长期

程日益加深，该行将“发展金融
市场业务，做大金融资产”视为
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

投资收益占营收 68.02%

广西中联通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柳州银行的贷款额度为 1.89 亿元，占总贷款的 0.78%，但是贷款形态上仍未“正常”。
随着吴东案件的发酵，柳州银

“监管去年对银行同业业务

同业“增肥”总资产

名词解释
生药业有限公司（医药）、北海新特药

在营收中萎缩至两成。 面对同业
业务丰厚的利润， 厦门农商行已

数据显示，厦门农商行 2014
年总资产规模增速超 6 成， 遥遥
领先其它农商行。 尽管今年上半

入股银行之后能够顺利的打通银行关系渠道，更加有利于吴东骗贷的进行。
背靠表面实力雄厚的中美天元

行总资产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

净利润增速回落

表示其全年的信贷资产质量将稳定
且风险可控，同时会会进一步深入推
进信贷结构调整，加大信贷资产风险
排查力度，加强预警跟踪与贷后管理，
主动作为、提前处置防范化解风险，加
大清收、处置、核销不良资产力度。

在资产规模疯狂扩张的同
时， 厦门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增速

吝惜贷款规模，而增大投资，靠投
资收益拉动营业收入的情况，从

也表现不俗。 截至报告期，该行营
业收入达到 12.87 亿元， 较去年

而造成利息收入占比下降， 投资
收益占比上升。

同期的 7.79 亿元增长了 5.08 亿
元，同比增加了 65.21%。

厦门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该行的投资收益来源主要

在利息净收入方面，2014 年
年报数据显示，厦门农商行的利息

包含了，债券投资收益、同业存单
投资收益、 代客理财超额投资收

净收入较 2013 年末的 8.11 亿元
下降至 5.56 亿元。 这一情况在今
年上半年有所改观。 二季报显示，
截至 6 月 30 日， 该行利息净收入

益、投行业务投资收益等，各版块
收益比例均衡。
前述城商行高管告诉记者，
投资收益的增加的确可以带动营

较去年同期增加有所增加，较去年

业收入，然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同期增加了 9.47 万元至 2.90 亿
元。 然而，厦门农商行的利息净收
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依然较少，

他认为， 银行做投资会占用风险
权重，在银行资本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做投资，提升营业收入，

去年同期占比为 36.07%， 今年更
是缩减为 22.56%。
利息净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

但依靠投资收益拉动营业收入缺
乏持续性，不宜占比过高，占比过
高会使得银行的营业收入对投资

该行上半年的投资收益增长却非常
迅猛，成了营业收入上升的动力。
去年同期， 该行投资收益为

收益有依赖。
对于营业收入的持续性，
厦门农商行表示： 在用足合议

4.54 亿元，今年则上升至 8.75 亿
元，增长量为 4.21 亿元。 在营业
收入中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58.34%上升到了 68.02%。
前述城商行高管认为， 净利
息收入的降低与近来密集的降息
不无关系， 但一些城商行也存在

贷款规模的前提条件下， 该行
更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必然带
动投资收益的持续增长， 这也
是银行业重要业务方向及利润
增长点， 该行会通过开拓可持
续发展的业务模式， 保障本行
盈利能力稳定增长。

积分公益 有梦敢享

浦发银行信用卡携手宁泽涛
助力中国体育事业
近日， 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与其代言人宁泽涛举行新闻发布
会， 发布了全新的宁泽涛粉丝专
属信用卡——
—“爱宁卡”， 并宣布
将携手持卡人， 以信用卡积分为
载体， 共同加入乡村“一校一梦
想”的公益项目，为“一所学校”实

有浦发银行宁泽涛版面信用卡
（包括爱宁卡、宁泽涛青春卡、宁
泽涛校园青春卡）持卡人都可以
通过官方的便捷渠道， 向乡村
“一校一梦想”平台捐助积分，所
有积分都会最终以现金形式由
浦发捐赠至北京感恩基金会。 据

己所得的积分全数捐献给“一校一
梦想”活动，以支持乡村公益活动
的不断推进。
此次发布的全新“爱宁卡”，
共 有 银 联 和 VISA 两 个 版 本 ， 并
集爱宁陪伴礼、爱宁有惊喜、爱宁
爱自己、 爱宁享更多四大板块权

现“一个梦想”贡献爱心，全心助
力乡村教育的体育之梦。
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携手

悉，浦发信用卡中心将按持卡人
每捐赠 10000 积分， 浦发信用卡
中心捐赠 9.99 元善款的比例，定

益于一体， 持卡人可享受全方位
特色权益。 粉丝见面会现场还独
家推出宁泽涛的相关周边产品。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为改善贫
困地区学校的体育场馆和运动
器材，让孩子们拥有一片安全专
业的运动天地。 从 9 月开始，所

期进行捐赠。
宁泽涛也在发布会上表达了
自己对乡村“一校一梦想”公益活
动的支持。 他表示，未来将会把自

同 时 “爱 宁 卡 ” 将 在 未 来 开 放
2016 年 里 约 奥 运 会 的 助 威 团 名
额， 实现近距离为宁泽涛呐喊助
威的梦想。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