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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之死
编者按 / 一位银行家，在自己事业通达之时，选择以割腕的惨烈方式结束
自己的生命，天津农商行董事长之死，背后似乎有着诸多的谜团。
然而，他所供职的天津农商行与滨海农商行，在金融去杠杆、债务缩表的
大背景下，却是中小农商行、城商行命运的缩影。 由于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自身银行地位等，在债市扩张的大背景下，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信用等级
不高，但收益相对较高的企业债券进行投资，然而，当流动性的结构性调整到来
之时，债务兑付危机便由此而生发，这些银行不少都被裹挟其中。
这仍然是一个缩影，当一场针对金融领域的大整治开始之时，这些银行必
然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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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金宝的离去，一度让天津滨海农商行成为关注焦点。 图为天津滨海农商行。

一线调查

本报记者柴刚 / 摄影

津门“银行家”殷金宝之死
特约撰稿 顾湘

行董事长。

本报记者 柴刚 天津报道

5 月 30 日， 天津市公安局
河西分局方面向《中国经营报》

有人匆匆“赶来”，有人却
选择了
“离开”。
入夏的天津， 整座城市的
“引才”躁动似乎仍未消退。 而
就在此时， 一位在天津工作生
活超过 30 年，且一度事业通达
的人， 选择了“离开”——
—5 月
26 日 14 时许，天津农商行董事
长殷金宝在自己的办公室割腕
自杀身亡。
警方根据现场初步勘察，
已排除他杀。 但截至《中国经营
报》（ID：depthpaper） 记者发稿
时， 天津官方没有公布殷金宝
自杀的原因。 而近期，天津市委
巡视组，启动了对天津农商行、
天津滨海农商行的巡视。 殷金
宝此前也曾担任天津滨海农商

记者解释， 关于殷金宝自杀身
亡事件，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
殷金宝曾在天津农商行
力推“扁平化”管理模式。 而其
任职的天津滨海农商行，则在
渤海钢铁债务违约事件、侨兴
债务违约中， 扮演着重要角
色。 在后一场债务危机后，该
银行亦被监管层给予重罚。 而
正是在侨兴债务危机爆发、并
被重罚之后，天津市委巡视组
进驻了天津农商行、天津滨海
农商行。
殷金宝之死背后， 所需要
解开的， 恐怕不仅仅是其个人
的死因之谜， 债市兴盛的大潮
退却之后， 中小农商行面临的
命运，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董事长自杀
5 月 30 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负责人向记者解释，关于殷金宝自杀身亡事件的具体情况，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殷行长在印
象中是个低调，也很温和的一个人。 ”其同事称。
5 月 26 日，星期六，天津的气
温超过了 30℃， 室外显得闷热，也
相对安静。
河西区马场道 59 号，天津“国

速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
挺震惊的。 ” 李强表示。
来自天津市委组织部的公开信
息显示，今年 54 岁的殷金宝是河北

中心”大厦的物业人员则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表示“这又不是嘛好事，
不要打听了”。 就在当天，该行董事
会发出 《关于董事长殷金宝身亡的

成这件“例行公事”。
公开信息显示，2018 年 1 月 12
日， 天津市十四届政协委员会委员
名单审议通过， 殷金宝的名字位列

际贸易中心”A 座，天津农商银行总
部所在地。 与往常的多个周末一样，

衡水人，高级经济师。 天津农商银
行另一内部人士张刚（化名）透露，

公告》，称“根据本行章程规定，本行
董事会由 15 名董事组成，殷金宝的

其中。 其最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
其 3 月 22 日赴天津武清村镇银行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的部分员工在办
公室里继续加班。 该行工作人员李

殷金宝在事发前仍正常工作，没有
发现异常表现。 但就在事发当天，

身亡不会导致本行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 该公告也回应介

开展调研。 李强坦言，这趟调研之行
与殷金宝到任时间相隔不久。 不过，

强（化名）坦言，如今金融业的监管
比以前更加严格， 总行层面的大小

天津市国资委等部门发出要求，禁
止相应部门及人员讨论、转发“银

绍：“本行董事会、 监事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正常履职， 各项经营管理活

这则曾被挂在天津农商行官网上的
新闻目前已被删除，截止到 5 月 31

会议增加，员工周末加班亦是正常。
当天下午， 殷金宝在位于该大厦 6

行董事长自杀事件” 的相关内容。
天津农商银行多名工作人员向记者

动正常。 ”
记者梳理殷金宝的履历发现，

日，除上述“公告”外，该行官网再难
觅殷金宝的痕迹。

楼的办公室内身亡。
天津警方对外公布的消息称，5
月 26 日 14 时许， 殷金宝在办公室

印证，该行全体员工也接到了同样
的口头要求。
天津农商银行官方网站描述，

其银行从业时间已近 33 年，曾长期
任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 公
开资料介绍，2010 年 10 月，殷金宝

5 月 29 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
分局大营门派出所值班人员向 《中
国经营报》记者介绍，该派出所在事

割腕身亡，根据现场初步勘察，已排
除他杀。 消息一出，天津农商银行迅

该行是一家地方国资具有实际控制
力的混合所有制现代商业银行，其
前身是天津农村信用社，2010 年 6
月正式改制挂牌成立。 天津多名银
行界人士称， 天津农商银行此前在

调任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历任常务
副行长、 行长等职务，2017 年 7 月
起， 转任天津农商银行， 任党委书
记、董事长，官至正厅级。
然而，令业界不解的是，殷金

发下午接到辖区内报警， 民警到达
现场处理， 殷金宝已身亡， 排除他
杀。 他称，警方因此没有进一步采取
“
立案”等程序。 但其拒绝透露“
报警
情况”、现场状况等。 5 月 30 日，天

业界相对低调，鲜被外界关注。 公开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末，该行总
资产 2991 亿元， 存款规模 2099 亿

宝赴任天津农商银行的时间一直
推迟到了 2018 年春节后。 张刚称，
依循惯例，该行每届新任领导都会

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负责人向记者
解释， 关于殷金宝自杀身亡事件的
具体情况，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

元，贷款规模 1350 亿元。
5 月 28 日，天津农商银行拒绝

去总部各科室视察一番，和员工做
一些简单交流、 沟通， 但截止到

“殷行长在印象中是个低调，也
很温和的一个人。 ”天津滨海农商银

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天津“国际贸易

2018 年 5 月 24 日， 殷金宝尚未完

行张浩（化名）称。

或涉银行不良资产
2017 年 12 月 29 日，银监会网站公布了对“侨兴债”案中 13 家出资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该
“同业业务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违反国家规定从
行被罚没金额高达 1.6 亿元，其因
事投资活动”。
自 4 月以来，十一届天津市委

东有 5 家，分别为天房集团、天津

业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余

第三轮巡视，开始对市管国有企业
党组织开展巡视。 来自中央纪委国
家监察 委 官 网 消 息 ，5 月 2 日 ，10

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
恒达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航空

额为 12.6 亿元，其中天航控股的贷
款余额为 10.8 亿元，是天津滨海农
商银行的第二大贷款户；该行第一

个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工作，开始
对 22 家市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巡视。 其中，市委巡
视六组单独负责巡视天津农商银
行党委及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管理人
员向记者透露：“银行不良的情况，
肯定是要超过 2.29%的水平。 ”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
空”），持股比例均为 9.93%。
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 进入
2018 年以来，该行多次“遇险”。
2 月 13 日，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因存在开展同业投资业务未对融
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合理性进行严
格审查、 未有效监控资金用途，被

大贷款户则为天津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贷款余额超 13 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该行的惨
淡业绩。 来自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的
2017 年年报显示，2017 年末，该行
营业收入从 39.5 亿元降到了 21.22
亿元，降幅达到了 46.34%；利润总
额 6.15 亿元，同比减少 5.16 亿元，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官方网站
介绍，该行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24
日， 是一家以国有股权为主导、外
资和民营企业参股的混合所有制
的现代商业银行，2011 年底纳入天
津市市管金融企业。“全国首批 6
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农商银行
之一”。 该行上述管理人员介绍，不

天津银监局罚款 30 万元。 时隔 3
个月后，5 月 10 日晚， 中信信托发
布公告， 称天津房地产集团应于 5
月 18 日偿还的两亿元本金及利息
可能发生违约风险。 虽然最终没有
造成恶劣影响，但其偿债能力的负
面预期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来说，
绝不是个好消息。

减幅 45.59%；净利润 5.04 亿元，同
比减少 3.61 亿元，减幅 41.73%；投
资收益同比下降 53.27%。
“经营业绩几近腰斩。 ”该行上
述管理人员称。
不仅如此，在外界看来，名不
见经传的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更是
屡屡牵涉金融违规案件。 2017 年

良债务主要涉及渤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钢铁”）、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天

财新网的报道称，在之前的渤
海钢铁债务危机中，天津滨海农商
银行是主要债权行之一，涉及金额
约 100 多亿元。 2016 年年初，渤海

12 月 29 日， 银监会网站公布了对
“侨兴债”案中 13 家出资机构的行
政处罚决定，其中该行被罚没金额
高达 1.6 亿元，其因“同业业务违

津物业等企业。 5 月 31 日，《中国
经营报》记者向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发出采访函，截至发稿，没有得到
对方回应。

钢铁债务危机爆发，天津滨海农商
银行是排在前三位的债权行。
此外，《中国经营报》记者掌握
的情况是，截至 2017 年末，天房集

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
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投资活动”。 银
监会对此定性，涉及“侨兴债”出资
机构的违规行为，“性质恶劣，后果

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显示，天
津滨海农商银行的并列第一大股

团及其控制的 7 家公司贷款余额
为 16.6 亿元；天津航空及其关联企

严重”。
而当时，殷金宝即在该行任职。

独特的“滨农”
从 2013 年开始，该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 55 亿元，金融债 100 亿元。
在天津农村信用社改革大潮
中，业内人口中的“滨农”，一直是个

成为第一批试点的 8 个省 （市）之
一。2005 年，天津市农村信用联社改

特别的存在。
2003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了《深

组成立了天津农村合作银行，2006
年，12 家区县农信社和 155 家乡镇

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天津

农信社完成改组，成立了 12 家区县

农村合作银行和信用联社。 2007 年，
天津市政府将位于滨海新区的塘
沽、 大港和汉沽三区的农村信用联
社改组，成立了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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