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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年考

行行长长拍拍板板，，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贷贷款款不不犯犯愁愁
青岛组织“行长下基层”俩月，已为企业放贷百亿

转型中的公务员———

仨月没休周末

加班成新常态

本报记者 孟敏

“该加班就得努力加班，
用积极的创业心态来面对工
作。”从省发改委区域发展协
调处副处长沈秀莉微黑的眼
圈中，可以看出她从四月底加
班到现在的辛劳。

这俩月，沈秀莉全身心地
投入到区域战略主题展馆的
建设中，有时晚上说梦话，都
是在说主题展馆细枝末节的
各种事情。“区域战略主题展
馆工期紧张，建设难度大，自
从进驻这个项目以来，所有人
都进入创业状态，没休过一天
周末，经常加班到深夜。”说这
话时，沈秀莉对这种全心工作
的状态显得很兴奋。

目前，区域战略主题展馆
建设已经接近尾声，沈秀莉牵
头配合制作的展馆衍生宣传
品《凤凰涅槃——— 山东实施区
域发展战略纪实》、画册《岱青
海蓝 筑梦山东——— 山东区
域发展战略实施掠影》和《筑
梦山东》系列展演片已基本完
成。不管是文字纪实，还是画
面呈现，沈秀莉都“死磕”质
量、追求精品。

如此拼工作的沈秀莉不
能每天陪孩子，周末也不能带
孩子出去玩，不能不说内心有
点歉意。但凡事总有两面，“一
个努力上进的妈妈本身就是
孩子的一个榜样，我希望和孩
子一起成长。”沈秀莉说。

毕竟转型不是上嘴唇碰
下嘴唇的事情，而是长期艰苦
的过程，省里的改革政策也在
一个个落地。今年，区域战略
推进专项资金的使用就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投资
的导向作用更加彰显。”沈秀
莉分析说，省区域战略推进专
项资金过去通过“点对点”支
持企业和产业项目，虽然对优
势产业培植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政府资金投向竞争性领域
带来了新的不公。

“按照新的财政资金管理
改革要求，我们将致力于发挥
资金的‘支点撬动’、放大引导
作用，提高专项资金安排使用
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
沈秀莉说，省区域战略推进专
项资金正一步步深化改革，现
在主要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
置的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生
态环保等公益类项目。也曾有
以前“点对点”支持的企业和
产业项目反映情况，想继续获
得支持，这时她就得耐心、平
和地向其说明现在投资方向
的转变，让企业明白局部利益
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支持国家
的整体转型升级。

如无意外，年底前，43家驻青银行行长将完成对全市千余家重点企业提供超过1000亿元的贷款支持工作。
如今，距离刘明君召开银企贷款洽谈会不到两个月。那是5月19日，主管青岛市金融、经合工作的副市长刘明君，和一众金融界大佬进行了一

场洽谈会。这一行人中，包括青岛银行董事长郭少泉、青岛农商银行行长刘宗波及全市43家金融机构的“掌门人”。会上，刘明君提到有企业负责人
为了贷款向他发求救短信，这在青岛金融圈迅速传开。

两个月后的今天，一个事关上千家企业发展和超过1000亿元银行信贷规模发放的“行长下基层”活动，已悄然启动。

新变>>

一家银行一次批了他6000万贷款

5月 2 6日上午，位于胶
州市铺集镇工业园的青岛
中兴达橡塑有限公司内，迎
来了一位“财神爷”。

在 以 往 ，就 算 是 高 达
6000万元的信贷业务投放，
顶多是青岛农商银行胶州
支行行长范元钊或总行主
管对公业务的副行长丁明
来考察，而这一次，青岛农
商银行行长刘宗波亲自带
队。

“未来3年，青岛农商银
行将给予你们最高 6 0 0 0万
元的信贷规模。”在看完了
原料仓库、辅料仓库、生产
车间和会计台账之后，刘宗
波对中兴达老总刘武忠说。

放在以前，中兴达要申
请这么一大笔贷款，至少要
走一个月的审批程序。“这

次，我们从拿到企业贷款扶
持名单，到为中兴达授信成
功，一共用了十天时间。”青
岛农商银行胶州支行公司
业务部经理周雷说。

这样的效率大大助益
当地小微企业的发展。“以
前我们厂每年都需要一两
千万的贷款，因为规模比较
分散，总得从几家银行分别
贷款，很麻烦。而这一次，农
商银行直接把 6 0 0 0万的信
贷 规 模 给 我 们 ，未 来 三 年
内，我们都不需要为贷款发
愁了。”刘武忠说。

胶州另一家民营移动
车库生产厂的老板王大伟
也提到，此次，农商银行为
他们提供了 1 5 0 0万元的贷
款支持，一年内他们都不需
要犯愁了。

过往>>

银行不良率考核，让企业陷困境

“很多银行畏于不良率的
考核压力，用欺骗的方式‘抽
贷’，另一方面企业则被迫背
上了高达30%甚至50%利息
的民间高利贷，这让中小企业
怎么生存？”刘明君曾在“行长
下基层”会议上这样说。

“几年前，一次银行抽贷
问题差点把我的企业逼上绝
路。”刘武忠说。

据周雷透露，曾经，某些
银行为了保证贷款后的资金
安全，开展了信贷发放的“三
户联保”或“五户联保”模式，
一家坏账，别家“连坐”，而企
业为了拿到贷款，往往弄不清
楚自己联保的企业。一旦联保
企业跑路，自己账上的钱马上
会被银行抽走。

此外，从去年开始，青岛
市各级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
坏账率的把控度更趋严格。坏

账产生后，支行行长作为第一
责任人，最高会被处以免职或
开除处分。

尤其是去年青岛港融资
骗贷事件发生后，青岛市内不
少银行受到牵连。“员工也要
买单，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和奖
金都受到了影响。”一家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去年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他们每个月都要少拿几
百元乃至千余元的工资，来填
补坏账窟窿。

这样一来，一些基层行长
为了保住“乌纱帽”，宁肯少放
贷，也不敢出差错。

“‘行长下基层’活动开展
后，由总行领导直接下来调研
并拍板决定，减轻了基层信贷
发放的压力，也让那些资质好
的中小企业及时获取了银行
贷款。”周雷说。

难点>>

不少银行怕坏账，放贷仍观望

在“行长下基层”活动开
展后，作为青岛市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的青岛银行、青岛农商
银行迅速着手，放款程序打破
常规，成为了新政策实施过程
中的“排头兵”。

但也有不少银行处于观
望态度。“行领导也去一些企
业考察过了，有不少企业暂时
不需要贷款，或者贷款资质不
高，所以具体放款事宜还得研
究。”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
款业务部门负责人说。

2015年初，青岛市不少
商业银行经历了“掌门更替”，
不少新行长上任之初，就把地
方坏账剥离出去，力争在上任
时保持“清白身”。“说白了，就
是惜贷、少贷、多催款，降低坏
账率，毕竟哪个新行长也不愿

意接收前一任的债务。”银行
业内人士说，很多银行的驻青
分行，一边担负着扶持地方经
济发展的重担，一边还要承担
巨量放款之后的坏账风险。

但是，“行长下基层”活动
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青
岛市金融办初步统计，截至6
月末，新增贷款652 . 3亿元，
同比多增144亿元，增速回升
至10%，环比提高1 . 4个百分
点。也就是说，“行长下基层”
直接带来百亿多元的增量。

但是为了破解企业贷款和
银行坏账问题，据信，青岛市正
在酝酿成立一个地方性坏账处
理机构。“或将由城投集团牵头，
处置青岛市金融坏账资产，多争
取总行信贷审批额度，为青岛企
业更多、更好、更快地放款。”

办法>>

对乡企放贷，得钻牛棚调研

据悉，青岛市确定的千家需
要贷款扶持的企业，主要是制造
业企业，其中又以民营中小微企
业为主，主要分布在即墨、胶州、
黄岛、平度等青岛周边县域城市
内。以青岛农商银行为例，在“行
长走基层”活动中，他们分得了
六十多家企业，三分之二集中在
即墨和胶州的乡镇。

而对乡镇小微企业放贷，
青岛市政府和各家金融机构都
费了不少脑筋。

“今天为了发放这笔贷款，
又去钻了几个牛棚，还和几个
老大妈唠了不少家常。”青岛农
商银行蓝村支行行长姜大洲
说，对乡镇企业甚至是家庭小
作坊放贷，不能仅仅依据贷款
模型或风险评审。

“更重要的是乡俗口碑，包
括贷款人是否孝敬老人，是否
家庭和睦、邻里友好等等。”姜
大洲说，对乡镇企业授信，更重

要的是“接地气”，一个尊老爱
幼的贷款人，就算是企业破产，
也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偿还贷
款。“有时候，出现坏账，往往是
由于借贷人的人品有问题。”

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普
遍存在的专利技术质押、贷款
难问题，青岛市在去年专门改
组青岛银行高新区支行为青
岛银行科技支行。“半年多的
时间里，我们已经为科技型企
业解决了5亿元以上的融资需
求，未来力争每年发放30亿元
的科技类融资。”青岛市高新
区金融服务局局长吴大鹏说，
曾有一名“海归”技术人员想
要融资开厂，但除了一纸国际
领先技术的专利外，没有其他
抵押物，这在传统银行是不能
获得融资的，但高新区却为他
通过专业的专利评审，采取政
府担保的方式，争取了400万
元的科技支行贷款。

青岛农商银行行长刘宗波在胶州走访企业。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本报记者 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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