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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小微企业成长样本调查②

一一个个为为小小微微企企业业找找““财财路路””的的人人 ，，““要要么么成成先先烈烈，，要要么么成成先先进进””
济南融超金融服务公司李长征：帮了不少创业者，自己的公司也盼被扶一把

“李总，我现在到处被人追债，你赶紧帮帮我吧。”7月31日，李长征接到了一个小微创业者的
求助电话，希望能够让他帮助贷款，渡过资金危机。从事金融服务业的李长征，4年来干的就是帮
助小微企业找“财路”的工作，但是，本身也是小微企业创业者的他，在创业中也遇到诸多挫折和
磨难。四年来，他创业的公司从40人剩下七八人。虽然创业不易，但这些年帮助不少需要贷款的创
业者解决了资金难题。

7月31日，李长征像往常一
样，来到经四路一家国有银行。和
保安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就上
楼找到了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
他对这家银行很熟悉，哪个科室
在几楼，谁负责什么业务都一清
二楚，楼下保安曾经一度认为他
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李长征拜访的是银行信贷部
的领导，因为拜访过多次，已经和
对方很熟悉，所以开场白也比较
直接。他上来就先介绍起了自己
的想法和业务状况。对方也没有

打断他，因为同样的话，也听过很
多次。待李长征头头是道地讲完，
对方苦笑了一下：“你的想法很
好，但是我们还得再研究研究，毕
竟银行营销业务外包还属于政策
不明朗的地带，还得再观察观
察。”

李长征说，在7月25日，受到
总理接见时，他也向总理提出过
这样的建议，“我从事的是银行业
务外包这一块，就是承包银行小
微信贷业务，给银行介绍客户，从
中抽取佣金，但是政策上不明朗，

大银行不敢合作，现在业务开展
很难。”

李长征创业已经4年了，已进
入中年的他，看起来头发花白得
厉害。李长征说这都是动脑子动
的，“有时候为了考虑一件事，一
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挨家去银
行谈业务，一天至少跑两家银行，
每个银行隔几天去几次，为的就
是让人家接受自己的想法。

不过，每次都是兴冲冲地去，
垂头丧气回来，碰壁是经常的事。

2011年7月份，李长征成立了
济南融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他
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很有信心，把

“融融”“超超”等相关品牌注册了
20多个，还有网站、域名等全都抢
注下来。从最初创业，他的理想是
要做“普惠金融服务”，让金融为
小微企业服务，让金融服务进驻
社区，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金
融信贷的福利。

李长征原本在一家信贷公司
工作。工作中他发现，小微企业贷
款无门：不知道向谁贷；不知道怎
么贷；不知道哪个银行的贷款政

策更适合自己。而银行也苦恼，小
微企业面广点多又零散，牵扯人
力物力多，银行在人员配置上捉
襟见肘。

他举例说，商河有1 . 5万个
小微三农，跟自己合作的银行全
济南市工作人员共有90人，负责
信贷业务的就十几个人。很难有
人员去帮助小微贷款。

李长征做的就是这部分业务
的外包工作。“以前银行是坐等客
户上门，我们是帮银行找客户，银
行给我们一定的佣金。”4年时间
里，李长征为此投入了300多万

元，创业初期公司员工有40多人，
可是发展到现在，剩下的仅有七
八个。

目前，李长征的金融服务公
司在商河有7个服务点，主要为一
家国有大型银行做外包服务。

“我们一年营业额有一千多
万，但是利润才五六十万，千分之
五的收益，利润是比较薄的。但是
我看好的是未来的发展前景。”李
长征告诉记者。

作为一个为小微企业找“财
路”的人，李长征说自己要么成了
先烈，要么就是先进。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
习生 李钦杰） 本报31日报道了济南
聚优食品有限公司老板郭磊向总理“吐
糟”《最缺的是钱，最烦办证迂磨》一文后，
当日，记者接到一家银行小微企业信贷
部的余先生电话，有意向给郭磊贷款。

“我们行长看到了你们的报道，希
望能给郭磊贷款。”据该银行信贷部的
余先生介绍，看到报道后，他们行长认
为该行的一项贷款业务比较适合郭磊，
希望能和郭磊取得联系。

余先生介绍说：他们银行有专门的

随贷随还业务，比较适合郭磊这样的小
微企业。这样的贷款利息一般是十个
点，为支持郭磊创业，他们银行可以给
郭磊三个点的优惠，七个点的贷款利率
已经属于很优惠、很实惠的了。

记者将这一情况告诉郭磊后，郭磊
表示非常高兴。“太好了，这种贷款项目
很符合我现在的需求，而且很适合我们
这些船小好掉头的小企业，你赶紧把对
方联系方式发给我，我跟他们联系联
系，希望能够获得这方面的资金支持。”
目前，双方已经建立了联系。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李钦杰） 31日上午，记者
采访了济南融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长征。李长征告诉记者，他
将联合其他九家小微企业成立“山东
省小微企业扶持基金”。

7月25日，在济南市工商局，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与十位小微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座谈。座谈会后，李长征召
集其他企业代表，提出要成立基金的
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赞同。李长征告
诉记者，经初步讨论后，十家企业各

自拿出1万元，自己再多拿10万元，总
共20万设立基金。另外还会有政府和
一些大型企业给予扶持。

这个扶持基金的作用主要有三个：
一是成立小微企业研究所，研究小微企
业的发展；二是做小微企业公益培训；三
是在省内各家小微企业组织评选活动，
并设立小微企业创新奖，包括：大学生创
业奖，意在扶持大学生创业；农业科技创
新奖，意在扶持创新性产业和互联网产
业。“为了使基金的功能更加完善，我们

以后会结合市场发展随时增
加一些创意。”

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王征认为，小微企业融资是个
难点，金融超市相当于一个中介
的角色，可以解决小微融资困难
的问题。对于这种金融创新，国家
应该审慎鼓励和加强监管。但是
目前国家政策不清晰，这类企业
开展业务比较困难。金融创新本
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小微企业承
载了一个纽带的作用，他们在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担保的作用，也
正因为如此，有一定的资本风险。
从事这种中介业务的小微企业本
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有限，因
此在经营中，也要适当分担风险。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对于这
种金融创新也应当有一定的监管
措施，才能保证金融创新少走弯
路。

金融创新要注意三方面问
题：一是透明度，特别是金融产品
设计本身的透明度，要确保投资
者不被蒙蔽，知道在承担什么样
的风险；二是社会监督，应该有更
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对金融机
构行为进行质询，金融机构有责
任作出细致认真的回复；三是金
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不能脱
节，要确保金融监管及时跟上金
融创新的步伐，确保监管部门行
动上有充分自由度，一旦出现问
题监管部门同样需要承担责任。

采访中，李长征多次接
到一个朋友借钱的电话。“这
个人自己欠了两百多万，现
在赔了钱，到处找钱找不着，
让我帮着想办法呢。”

李长征告诉记者，打电
话的人也是一家小微企业创
业者。自己组建了一个广告
公司，做精品杂志，投了200
多万，把房子、车子全都抵押
了。可是杂志定位不准，投的
钱全赔了。最近，借贷人员想
要把他的东西搬走，现在家
也不敢回，老婆也准备跟他
离婚，孩子也没人管，整个人
走投无路。

“对他来说，现在可能有
个十万，就能暂时缓解燃眉
之急。我现在正帮他想办法，
不能见死不救啊。”

李长征说，这些年来，找
他贷款的人太多了，很多人
都是走投无路了找过来的。
去年，有一个搞工程的包工
头，腊月二十六来找他借钱。
来了之后，一个劲给他鞠躬，
让他帮忙。据包工头介绍，快
到年底了，工程队发不下工
资，农民工没钱回家过年，他
担心农民工闹事，就找李长
征借100万发工资。

“我当时看他挺可怜，就

答应帮他。通过一家小额担
保融资，帮他把贷款办完了。
现在他还很感激我。”

李长征说，因为自己的
贷款方式很灵活，不少小额
贷款者都喜欢来找他。有一
家广告公司，当时接了一批
订单，但是需要60万资金投
入，苦于资金不够，这批订单
很难完成。李长征在没有抵
押物、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
帮助这家企业贷款。他和这
家公司签了一个协议，用每
月收入作为担保，每月还5
万，这样一年时间，60万贷款
就收回来了。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李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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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景很看好，希望政策能扶一把

李长征表示，他现在服
务的仅有一家银行。他希望
在自己的金融超市上，一个
工作人员除了帮助小微企业
贷款，还能给客户提供银联
担保、保险业务、征信服务等
多个服务。“我们为一家银行
服务利润低，但是如果我们
能和多家银行、金融机构、保
险公司合作，业务量就多了。
利润自然就上来了。”

但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想和自己合作的银行和
金融机构太少了。“不是想法
不好，不是模式不对，而是政

策上不占优。”
李长征所说的政策不占

优，主要是因为自己是在政
策夹缝中生存的企业。大银
行担心的是：这一业务太新，
目前国家还没有这方面的相
关政策。

据悉，我国金融服务外
包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IT外
包，但直至2004年，中国银监
会才陆续出台了一些与银行
业务外包有关的规定，保险
业尚未出台与保险业服务外
包有关的监管规定或指引。

2013年，山东省人民政

府提出了“引进培育金融服
务外包产业，推广建立市县
金融服务中心、金融超市，做
好投融资信息发布、金融产
品推介、政策咨询、财务顾问
等服务工作”的要求。但是相
关的细则没有出台，银行方
面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现在我们国家银行业
务外包规模比较小，外包发
展阶段还处于初级发展阶
段，希望以后政策上能有相
关的法律指导，这样更加有
利于我们开展业务。”李长征
满怀希望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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