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14

中国经营报 CHINA BUSINESS JOURNAL

WWW.CB.COM.CN

财经

B1

MONEY
商 环 境

琥珀金融帮

盾安 450 亿流动性危机持续发酵 银行
“
断贷”
“
回款”戏码不断

中经金融

B2

中经社区金融

主编 / 张荣旺 编辑 / 朱紫云 助理编辑 / 朱会珊

个人信息恐被窃 央行严整代查征信 APP

B7

美编 / 范凡

校对 / 彭玉凤

zhuziyun@cbnet.com.cn 611982852@qq.com

受累金盾“危机” 信融财富借贷乱象曝光

B8

图说金融

监管层警示银行大额风险

江阴银行票据案计提 1.3 亿
本报记者 张艳芬 上海报道

返还垫款及相应利息。
注 册 资 金 仅 2000 万 元 的 宣

让其控股股东江阴银行 2017 年计
提了 1.32 亿元预计负债， 使其当

据了解， 上述几起票据案也与该
村镇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私刻公章

5 月 8 日，江阴农商银行（以下

汉诚民村镇银行， 却牵涉与恒丰

年营业外支出与 2016 年相比，暴

导致票据违约有关。 随着电子票

简称“江阴银行”）公告称旗下的控
股子公司——
—宣汉诚民村镇银行一

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共计 6 起票据
纠纷案， 涉诉资金高达数亿元。

涨 5683.69%。
近年来票据案频发， 其中多

据的发展， 票据业务的透明度提
升， 同时新交易模式也面临新的

审败诉，被判向恒丰银行常熟支行

这家远在四川的子公司“闯祸”，

涉及风控管理薄弱的村镇银行。

合规挑战。

2018 年 5 月 4 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正
式稿（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的推出是为了有效防控银行授信集中度风
险，将过去散落在各个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集中度风险的要求综合，出台统
一、规范的大额风险暴露监管原则。

何谓大额风险暴露？

两次败诉

大额风险暴露
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过分地集中于某
一客户、某一客户集团或地区、行业等

银行信贷
过于集中

大额借款人出现问题或
特定行业出现不景气

危及贷款的回收和
银行资产的安全

为什么要规范？

1

2

营业外支出暴涨超 56 倍

3

为了避免

避免

整治同业乱象

信贷过于集中

多层嵌套

避免资金空转

新旧风险暴露对比

5 月 9 日，江阴银行公告表示，该

丰银行嘉兴分行相关垫付利息和违

系恒丰银行与票据中介涉嫌采取伪

求说明其存在票据业务相关的金额

行持股 52.5%的子公司宣汉诚民村镇
银行收到苏州市中院《民事判决书》，

约金合计 6859.14 万元。
而上述两件判决， 该行均认为

造、私刻公章等手段，冒用宣汉诚民
村镇银行名义从事的票据买卖。

较大的未决诉讼的进展等情况。
而在 5 家上市农商行中，该行在

判决书要求向恒丰银行常熟支行返
还垫款 8979.37 万元及相应利息。

基本事实不足并提出上诉。据了解，
宣汉诚民村镇银行牵涉票据业务未

对此，恒丰银行并不示弱，随即
发布公告称江阴银行及宣汉诚民村

2016 年、2017 年的成绩比拼中，一直
呈现“
垫底”的态势，甚至其营收和净

“
本行子公司宣汉诚民村镇银行
认为上述判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不

决诉讼有 6 起， 分别是恒丰银行嘉
兴分行案件、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案

镇银行
“主观臆断案件性质，不但于
法无据且误导公众”。

利润同比增速连续
“
双降”。直到 2017
年底，江阴银行显示连续三年净利润

足，被告就案涉票据与原告之间未签
署书面协议，也从未委托原告代理案
涉票据业务。 ”近日，江阴银行的最新

件、恒丰银行青岛分行案件、恒丰银
行常熟支行案件、 鄂尔多斯农商行
案件、兴业银行宁德分行案件，涉诉

根据江阴银行 2017 年年报披
露信息显示， 宣汉村镇银行与恒丰
银行嘉兴分行、 南通分行的票据案

负增长的势头得以扭转。 年报显示，
该行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25.07 亿元，
同比增长 1.53%； 实现归属于股东的

公告表示。《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上述
票据案采访了江阴银行，该行相关人

总金额达 3.47 亿元。
其中与恒丰银行的 4 起案件均

件， 存在是否伪造、 私刻印章的争
议。 从 2015 年开始，由“萝卜章”引

净利润 8.08 亿元，同比增长 3.92%。
而高增速的盈利， 却不得不为

士回复以公告为主，后续事件有进展
会及时公告。

未最终了结。 江阴银行与恒丰银行
也曾因此发布公告隔空“互怼”。

发两家银行相继 4 起票据“罗生门”
案件，目前均在审理中。

子公司票据案“兜底”。 根据该行财
报
“利润表其它事项”的营业支出一

实际上， 这并不是该行第一次
遭遇法院判决赔付恒丰银行。 去年

去年 3 月份， 江阴银行发布公
告称， 恒丰银行常熟支行起诉宣汉

作为 A 股首家上市的农商行，
江阴银行一系列业绩、处罚和相关诉

栏显示， 江阴银行 2017 年计提了
1.32 亿元预计负债，与 2016 年相比

12 月份，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收到浙
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的 7 份
《民事判决书》， 被法院判决赔付恒

诚民村镇银行案与恒丰嘉兴分行诉
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案系同一性质案
件，嘉兴案所涉票据代理回购业务，

讼问题备受市场关注。受子公司票据
案拖累， 该行去年申请公开发行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便被证监会要

同比增长了 5683.69%。 对此该行解
释， 系子公司宣汉诚民村镇银行计
提预计负债所致。

近年来票据风险屡次暴露，其
中不乏动辄高达几十亿元的票据金
额。其中，涉及到中小银行的案件则

消减信贷规模提供“通道”，违规经
营问题突出。
据了解， 票据业务在具体操作

行为等。
从 2017 年开始， 监管部门开始
对同业业务等存在的银行乱象进行

今年 1 月份， 上海票据交易所
发布《2017 年票据市场运行分析报
告》显示，电票出票量和交易占比快

相继牵涉多家银行， 尤其多涉及风
控管理薄弱的村镇银行。 这与银行
内控管理缺失和员工合规意识淡薄

中存在异化问题， 一般是部分农信
社、 农商行、 村镇银行为他行做通
道、消规模，违规贴现，大量出具抽

整治，监管不断升级。 另外，政策推动
了电子票据业务的发展，例如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关于规范和促

速上升，纸票交易走弱趋势明显，票
据风险案件得到有效控制。 其中，
2017 年， 票交所电票承兑量已占

有关， 从而违规参与票据中介的交
易，导致假票、克隆票层出不穷。

屉协议或承诺办理转贴现， 从而潜
藏风险。

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通知》，
要求单张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商

88.99%，贴现占 97.1%，转贴现及质
押式回购占 98.51%。

上述宣汉诚民村镇银行与恒丰
银行多家分家的票据案则多与工作

“
从银行体系来看，村镇银行的
票据核算方式与大型银行不一致，

业汇票必须通过电票系统办理。
进入 2018 年，对票据业务的强

上述报告指出， 人民银行设立
票据交易所后，对所有纸质票据和电

人员私下交易、动用
“萝卜章”有关。
恒丰银行曾发布公告披露， 2015 年

存在部分制度的漏洞， 整体风控能
力也较弱，管理相对较为混乱。一般

监管态势仍在继续。 针对跨省票据
交易和纸质票据存在的诸多风险隐

子票据进行统一登记、托管、报价、交
易、清算、托收，对各项交易行为进行

7 月， 恒丰银行嘉兴分行票据案暴
露之初， 时任宣汉诚民村镇银行行

来说， 大银行的票据案除了金额大
以外，一般发生原因多为内外勾结，

患，5 月 9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跨省票据业务

实时监控，从制度上和技术上有效防
止了各类逃避监管、 隐匿票据资产、

长吴某、 营销业务部主任王某已因
收受贿赂、 非法向票据中介出借宣
汉诚民村镇银行在兴业银行临汾分
行开立的同业账户等行为， 被判处

与票据中介或中介人员勾结。 而小
银行的票据案，除了内外勾结外，更
多的是银行的风控体系较弱而导致
的。”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怀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要
求对于票据交易业务， 要求尽快提
高电子票据在交易类业务中的占
比、跨省票据交易全面无纸化，限期

转移信贷规模行为的发生。
“电子票据一旦推广，对于银行
业票据业务自然是有诸多影响的。从
管理以及风控层面看，虽然现在大家

涛告诉记者。

压降跨省纸质票据交易。

都在强调电票安全性高于纸票。但是

另外，上述《通知》除了要求银行
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跨省票据承兑、
贴现业务，还强调持续加强员工行为
管理，严禁员工参与各类票据中介和

如果操作管理没有改进，纸票就算全
部换成电票，风险一样发生。 换成电
票后，更需要注重银行的系统安全性
以及员工的道德教育，防止出现假票

资金掮客活动，提高合规意识。

克隆票等情况。 ”王怀涛认为。

“萝卜章”下线
约束对象

现行监管要求

非同业单一客户

10%

10%（贷款 / 资本）

（贷款 / 资本）

15%（风险暴露 / 一级资本）

15%

20%

（授信 / 资本）

（风险暴露 / 一级资本）

50%

25%

（同业融出 / 一级资本）

（风险暴露 / 一级资本）

非同业集团客户

同业单一客户

25%

同业集团客户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间

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

（风险暴露 / 一级资本）
50%

15%

（同业融出 / 一级资本）

（风险暴露 / 一级资本）

《办法》对市场的影响

1
2

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

影响

3

引导银行回归本源，
弱化对同业业务的依赖

引导银行将更多资金
投向实体经济

4
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集中度风险
管理水平，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数据整理：朱会珊 信息制图：范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原银监会曾在 2015 年发布的
《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中
指出部分银行委托中介机构办理票
据业务， 甚至出租、 出借账户和印

2016 年 4 月， 原银监会发布
《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 促进票
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 其中要
求强化票据业务内控管理、坚持贸

鉴；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为他行隐匿、

易背景真实性以及规范票据交易

马鞍山农商行上市隐忧：不良远超 A 股农商行平均水平
本报记者 王柯瑾 张荣旺 北京报道

IPO 排队银行再添新丁。 继
安徽亳州药都农商行之后，又
一家安徽籍银行加入 IPO 候场
阵营。
5 月 4 日， 证监会官网公布
了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马鞍山农商
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
明书。招股书显示，马鞍山农商行
拟在深交所上市， 拟发行不超过
5 亿股，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 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
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中国经营报》 记者梳理发
现， 与亳州药都农商行资本充足
率偏低的情况不同， 马鞍山农商
行资本充足率与拨备覆盖率均处
于较高水平。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以及资本充足率
分别为 14.81%、14.81%和 17.78%，
拨备覆盖率达到 202.55%。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 3 年来，
马鞍山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虽有下
降趋势，但仍超过 2%，远高于全
国银行业以及全国农商行平均水
平。据记者梳理发现，该行资产质
量与其自身的发展定位以及贷款
结构密切相关。

不良高企：担保贷款成“重灾区”
根 据 银 监 会 披 露 数 据 ，2017
年、2016 年和 2015 年，国内商业银
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 1.74%、1.74%
和 1.67%。 其中，全国农商行平均不
良贷款率为 3.16%、2.49 和 2.48%。
据马鞍山农商行招股书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该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2.32%、2.75
以及 2.62%。 该行三年不良贷款率

行和吴江银行 5 家农商行， 平均不
良贷款率仅为 1.66%。
据了解， 贷款业务是马鞍山农
商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贷款业务
相关的信用风险也是该行所面临的
主要风险。 招股书显示，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行发放贷
款和垫款净额分别为 215.38 亿元、
243.85 亿元和 283.75 亿元， 分别占

5.17%、6.23%和 5.17%。
对此， 马鞍山农商行在招股书
中解释道， 保证贷款的特性导致了
银行对该类不良贷款的处置难度较
大，化解周期较长，容易短期集中反
映在报表上。 本报记者就不良贷款
以及风险控制问题向马鞍山农商行
发送采访函并致电该行， 但截至发
稿，暂未收到其回复。
记者从一位接近马鞍山农商行

用贷款还好，风险并不是很大，但如
果担保出现问题了， 那银行的风险
就上升了。 ”
“此外， 一些担保公司的担保
能力、赔付能力严重不足，自己已
经处于亏损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
下， 如果一家银行通过法律途径
起诉担保公司， 那么当地很多银
行都会去起诉， 很可能导致这个
担保公司的倒闭。 所以，很多银行

据该行招股书显示，其省外不
良贷款率高于省内的主要原因是
异地展业造成的。 据了解，马鞍山
农商行 2015 年加码布 局 了 20 家
村镇银行， 且大部分位于省外，该
行在各地村镇银行大力推广小微
企业贷款业务。 由于小微贷款业务
通常呈现单笔额度较小，数量分散
的特征，因此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效
果。 且该行认为，随着异地业务深

水平均高于同期全国商业银行整体
水平，2015 年和 2016 年高于全国
农商行平均水平，2017 年则低于全
国农商行平均水平。
该行招股书还披露，与 A 股上
市银行相比， 该行同期不良贷款率
高于 A 股上市银行及 A 股上市农
商行平均不良贷款率。

该行资产总额的 53.66%、50.14%和
51.48%。 因此，若贷款客户到期不能
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将对该行产生
重大的影响。
另外， 记者注意到马鞍山农商
行不良贷款集中在保证贷款类型
下，不良贷款中保证贷款总额最高。
2015 年至 2017 年 3 年中， 该行保

的人士处打听到， 担保贷款不良率
高并不是个别银行的问题， 而是受
整个经济环境和当地经济结构、贷
款环境影响的。“
安徽省从事地产及
建筑行业的企业很多， 当地建筑公
司和建筑工人较多， 受房地产政策
影响， 很多小微企业不能按时偿还
本金。 ”

并没有采取起诉的方式， 导致担
保贷款的处置周期延长。 ”上述人
士如是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马鞍山农
商行在省内外的不良贷款分布差异
较大。 截至 2017 年末，安徽省内不
良贷款金额占比为 57.77%，省外占
比为 42.23%，但省外的不良贷款率

入开展异地业务占比未来有望继
续上升。
虽然不良贷款率一直维持在较
高水平，但从近 3 年的数据看，马鞍
山农商行逐渐加大了不良贷款的转
出和核销力度。 据其招股书显示，
2017 年该行核销不良贷款金额为
33721.1 万元，比 2015 年和 2016 年

本报记者统计，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目前已在 A 股上市的无锡
银行、常熟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

证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3.81
亿元、4.92 亿元和 5.04 亿元， 呈逐
年增长态势， 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该人士表示：“担保的问题是一
环扣一环的，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就
可能波及到周围很多企业。 其实信

却远远高于省内。招股书显示，该行
省外贷款不良率高达 5.93%， 而省
内贷款不良率仅为 1.61%。

两年核销金额总数还多， 且不良贷
款核销笔数， 也从 2016 年的 41 笔
上升为 2017 年的 432 笔。

记者梳理发现， 马鞍山农商行
不良贷款率高企， 与该行贷款结构

余额分别为 59.48 亿 元 、69.63 亿
元和 81.87 亿元 ， 该 行 中 小 微 企

八成。
该行近 3 年内， 公司贷款不良

年 12 月 31 日， 该行同期公司贷款
中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3.29 亿元、

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2.63 亿元、3.73
亿元和 3.89 亿元，占总不良贷款余

有密切关系。
截至 2015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7 年 末 ， 该 行 中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 88.04% 、
84.51%和 91.75%。 而小微企业贷
款占各项贷款比例也已达到近

呈“双降”趋势，而个人贷款不良却
呈
“双升”趋势。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17

3.36 亿元和 3.04 亿元，占总不良贷
款 余 额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5.53% 、
47.44%和 43.85%；而个人贷款中不

额的比例分别为 44.47%、52.56%和
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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