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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领领生生活活补补助助，，四四处处追追讨讨欠欠款款
银行坏账攀升，信贷经理月薪从几万降到千元

15 日，银监会披露，截至 6 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 . 81%，相较于一季度末的 1 . 75% 不降反增。在经济还未彻底企稳好
转之前，银行业整体面临的风控形势依然严峻。我省不少银行从上半年就逐步收紧了各项贷款发放额度，与此同时，众众多对公客户
经理“被下岗”，曾月薪轻松过万的他们，如今不少只能领着千余元的最低生活补助，忙着去清收手里的各种企业坏账账。

本报记者 姜宁

四处清收不良贷款
半年多没回单位

最近，山西长治漳泽农商
行打员工屁股的内训视频引来
广泛争议。据媒体调查，这种奇
葩的内训方式在当地银行并非
个案，为了业绩突破，不惜“体
罚”职工，让银行业的经营压力
浮出水面。

齐鲁晚报记者近日采访了
诸多银行从业人员，他们均表
示压力很大，而最直接的压力
源，即是与工资收入挂钩的不
良贷款率。

小林是某股份制银行济
南分行的对公客户经理，从去
年底开始，他就很少再回到位
于回民小区附近的单位上班。
半年多来，小林一直在淄博、
滨州等地追讨企业的不良贷
款。曾经月薪动辄上万，甚至
好几万的他，现在一个月只有
1500元的最低生活补助，成了
“讨债员”。

不良贷款数量攀升仿佛就
在一夜之间发生。小林回忆，两
年前，他为一家能源类企业申
请发放了几百万元贷款，然而
该企业没多久就出现经营困
难，不到半年就破产倒闭了。这
可把小林急坏了，行里规定，出
现一次坏账就要被记过通报，
如果贷款无法追回，员工就要
被开除。

“我还算幸运，行里保留了
我的工作关系，只是停发工资，
现在不少银行都在频繁开除对
公客户经理。”小林说，不良贷
款增多后，各银行内部考核都
严了，圈子里平时每周都聚一
次，不过，现在每次聚会都成了
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离开银行业
送行。

“坏账增多和对公客户经
理大量下岗的情况2014年左右
就开始了。”青岛一家地方法人
银行的中层领导告诉记者，自
青岛港坏账事件后，就有十多
家银行深陷其中，小林所属银
行的青岛分行，内部宣称不良
率甚至已有10%。即便如此，省
内多位银行高管仍认为该数据

“被低估”。
一位国有银行山东省分行

的对公客户经理表示，2015年
初，身边就有不少同事开始陆
续离职，“有看清了行业形势主
动走的，也有因为不良贷款太
多被开除的，剩下我们这些人，
最惨的时候发过半年以上的最

低生活补助。”

企业贷全面收紧
房贷利率明降暗升

从今年初开始，部分国有
银行大幅度收紧了贷款审批额
度。“现在只给征信条件较好的
老客户发放贷款，新客户基本
不再放款了。”老范是济南泺源
大街上一家国有银行省分行的
副行长级领导，他告诉记者，企
业贷款全面收紧的趋势，未来
可能延伸到房贷上。

日前，工商银行总行发文，
在全国多地收紧房贷额度并提
高首付比例，虽然在我省还没
有一致动作，但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随着济南房价进一步上
涨，不排除银行出于风控考虑
收紧房贷。

虽然济南多家银行声称房
贷利率八五折，但市场上的实
际房贷利率仍处于明降暗升的
状态。青岛银行、天津银行等银
行的八五折房贷多集中于银行
合作楼盘，另一些大银行则在
房贷申请评分方面趋于严格。

“即便有些银行房贷利率低，但
存在搭售其他产品等行为。”一
知情人士说，位于燕山立交桥
附近的一家股份制银行上月推
出了房贷利率优惠活动，但申
请者必须开立证券账户或者购
买理财产品，“去年的确有不少
银行放宽房贷，但那多是因为
降息或嫌企业不良贷款太多，
不得已才将钱投向房贷，如今
房价一涨再涨，楼市不确定性
也一再增加。”

针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 . 81%的数据，省内多位银行
业人士担心，全国的实际不良
率会高于这一数据，因为很多
企业贷款问题还没显现，而购
房贷款未来也有出现大规模坏
账的可能。清华大学副研究员
张伟更悲观，他表示，“实际不
良率可能高达10%左右，其中，
东北、河南等地地方性商业银
行不良率都很高。”

问责一把手
仍止不住坏账增多

面对日趋严峻的不良贷款
压力，银行纷纷祭出“一把手负
责制”当法宝。

在青岛某地方银行办公楼
内，一楼大厅中就悬挂着董事
长、行长的目标：“年内将坏账
降低至2%以内，控制不良贷
款。”该银行一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各级领导对贷款审批很严

格，于是一些县域城市连农机
贷款等涉农类贷款权限都归到
总行，甚至几千元一万元的贷
款也被拿到总行审批，但总行
往往对这种小额贷款不屑一
顾，致使客户贷款受限，也造成
了客户流失。

不少银行还实行一把手问
责制，一旦发生不良贷款，支行
领导首当其冲。“为此甚至闹了
很多笑话，例如有的支行领导
为了不被牵连，去法院起诉手
底下的客户经理。”小林说。

“一把手负责制”凸显了银
行对不良贷款的重视，某股份
制银行济南分行最近刚更换一
把手，新任领导此前是某国有
银行负责清收清欠工作的副行
长。

业内人士评论，“一把手责
任制”实际上是亡羊补牢。小林
介绍，银行出现的不良贷款，不
少就是因为支行级领导审批不
严格，甚至搞利益输送导致的，
现在要清理不良贷款了，又要
一把手全面做主。尽管有问责，
但不良贷款还是居高不下。与
之呼应的是，银行净利润增速
迅猛下跌，各大银行的财报显
示，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2015年，18家A股和H股
上市银行中，四大国有行净利
润增速均在1%以下，同比跌幅
90%以上。6家股份制银行平均
增速为4 . 21%，不到2014年增
速的一半。只有7家城商行还保
持 了 较 快 的 增 速 ，达 到 了
26 . 60%。

净利润增速下跌，与不良

率升高关系密切。人民银行财
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曾表
示，一般的银行出现了不良贷
款，内部解决途径就是核销，

“核销不良贷款意味着利润的
减少，不良贷款冲销越多，减少
的利润就越大。”此外，经济下
行周期的影响和利率市场化改
革等，也让银行的好日子难以
为继。

消减不良贷款
调结构是根本

2014年和2015年，我省的
银行不良贷款增长速度都处在
较高水平。此后，省级坏账银行
落地，一系列解决坏账的细则
也纷纷出台。“青岛方面通过设
立一些国有坏账处置公司，银
行不良率有所降低。”在谈到去
年三四季度起青岛市银行不良
率下降时，青岛市金融办副主
任王锋告诉记者。

但即便如此，省内金融圈
一些知情人士仍认为，此类政
府出资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贷款
的方式仍不是长远之计。“调整
产业结构才是最重要的，从现
在的情况看，煤炭、钢铁等产业
容易出现不良贷款，而山东地
区，特别是在鲁西、鲁北地区有
大量的中小型‘落后产能’企
业，全省160多家上市公司中，
近三分之一集中于钢铁、石化、
煤炭，产业结构不合理，坏账问
题自然就多了一些。”某地城投
集团一位负责人说。

小林也表示，他自己和身

边大量的对公客户经理也都
“栽”在了钢铁煤炭行业上。
“这些企业以前都很不错，但
这几年突然就出现了经营问
题，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小
林说。

日前，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研究指出，银行不良率见顶回
落，大体取决于三个方面：一
是宏观经济触底回升，实体经
济基本面向好；二是经济结构
调整取得突破，过剩产能得到
实质化解，亏损面得到遏制；
三是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得到
恢复，银行不良贷款得到快速
处置。

对此，鲁东大学商学院副
院长刘良忠表示，我省的一二
三产业发展仍不均衡，产业结
构亟须调整，这才是解决银行
不良贷款的长久之计，“但从现
在看，淘汰落后产能，需要相当
一段时间去沉淀。”

不仅是刘良忠，包括一些
银行信贷部一线领导也都认
为，要全面解决我省银行的不
良贷款问题，仍得一段时间，这
既需要我省经济保持长效增
长，又需要淘汰落后产能，加大
新产业的发展投入力度。

“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来，
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
转换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很大，结构性矛盾仍然突
出，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
较严重，企业杠杆率高企，要让
银行业不良率上升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还得花比较长的时
间。”老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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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一季度）

街头打出的低息信用贷广告，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银行坏账率攀升。 （资料片）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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