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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江湖：银行、企业、掮客“三马分肥”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王天艺

银行“财迷心窍”
在奔往 A 股路上的苏州银行最
近很“蓝瘦”，因“贷后资金监控不力，

在违规操作这条线上的蚂蚱里，
有时候不光企业居心不良，也不乏银

贷款资金被挪用作为商票保贴业务
质押存单”被罚款 20 万元，而这并不

行财迷心窍。 前有利益驱动，后又业
绩压力，银行只想着开足马力，黏在
油门上的脚很难再挪到制动上。

是苏州银行第一次与票据问题扯上
关系。 更致命的是，苏州银行目前还

沪上某股份制银行票据业务从
业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称，“票

处于 4.5 亿元的商票贴现纠纷之中。

据就像女友，银行太爱了，爱得管不

近年来，各类票据案相继曝出，
今年以来甚至有升温之势。 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各地银监
局今年贴出的 41 张罚单中，“票据”

当企业为不

住手脚，于是在合规上比较磨人。 ”
他直言，票据业务手续简单，创利丰
厚稳定，本身就物美价廉，又可以兼

一词的身影已成常客， 处罚公示涉
及票据业务案由的超过两成。

具备 “真实贸易

顾稀释不良， 资金紧俏的中小银行
火热朝天地扩大票据业务， 早已顾

那么， 票据业务之于银行是一
种怎样的存在？ 为何票据业务会成

背景”犯难时，掮

不得什么“贸易背景审查”。 但就贴
现这个环节而言，票据并不太赚钱，

为违规“常客”？

犯“审慎经营”大忌
《国际金融报》记者梳理发现，
涉及票据业务案由的， 要么是上游

客便能趁虚而

于是银行为了图省事， 内控把关不
严，甚至有“内鬼”睁一只眼闭一只

入： 企业给掮客

眼，一旦东窗事发就是一大笔钱。
“归结到底，任何问题都是人的

出票套现， 掮客

问题。 ”施天佑直言，“‘银行的保险
箱’是什么概念？‘万无一失’的代名
词。 不过， 铜墙铁壁挡得住外盗之
枪，却拦不下内鬼之手。 ”

伪造辅证文件,

尔多斯农商行追索的官司出现差
池， 对于近年资产质量山河日下的

了一条“产业链”。
华东某高校产业经济研究学者

多， 给工行凑 500 万元保证金换它
1000 万元银票，转手到隔壁的农行

带着一沓收购来

苏州银行可谓一勺猛料。
《国际金融报》记者致电苏州银
行相关人士询问目前纠纷进展，该
人士不予置评，匆匆挂断电话。
不光针对苏州银行，“违反审慎

表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融资
难，贴现率比贷款利率低不少，所以
牺牲点手续费来换现钱怎么讲都划
算；对于银行而言，因为银行承兑汇
票属于表外业务， 可以绕开存贷比

贴现，农行一看抬头印的‘工行’，当
天就能递出 990 万元， 自己既安心
又轻松地赚下 10 万元。 公司兜着
这 990 万元自己再贴个 10 万元跑
到马路对面的建行开 2000 万元的

经营规则” 似乎成为银监会关于票
据业务罚单上的“百搭词汇”。比如，

之类的监管指标， 所以银行用高额
银票来勾引企业投保证金，贴现后

银票，又拐个弯到中行贴现 1900 多
万元。 如此，大小银行溜达一圈，理

今年年初，民生银行东莞分行、佛山
分行、 惠州分行接连触及 “审慎经
营”红线，被罚 60 万元；而兴业银行

又派生一笔存款， 相当于变相双份
吸储。 银行、企业两厢情愿，算上活
跃在江湖的掮客，三马分肥。

论上的‘无穷大’姑且不说，落袋数
额至少添个零不算夸张。 一点原始
资金几天下来便可撬动十倍杠

广州中山分行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
规则”，被罚 30 万元；星展银行广州

某分析人士进一步解释， 正经
的企业签发银票是基于真实买卖和

杆。 ”
施天佑进一步称， 半年后该还

知》“审慎经营”的大忌，被监管层当
头一棒。

分行缴纳 35 万元罚款还是因为没
有“审慎经营”。

清算关系的，持票人只要出具合同、
提单、发票等辅证文件，银行都能见

钱了，如果企业万事亨通，前期靠着

实际上， 对于苏州银行而言，上
述 20 万元的罚单恐怕还是小事。 因

至于何为“审慎”，平安银行上海
分行某票据业务从业人士对《国际金

票即付。
但问题是， 有不少企业居心不

循环贴现取得的资金可以当作融
资，但如果经营惨淡，面对十几倍杠
杆撬来的银票， 开始交的保证金岂

为等待着他的可能还有 4.5 亿元的
巨额损失。 据苏州银行招股说明书披
露，2015 年，鄂尔多斯农商行向苏州
银行转贴现一批商业承兑汇票，苏州

融报》记者指出：“‘审慎’包括内控、
充足率、准备金、流动性等，其中最重

良，自己签发银票、自己申请贴现以
换取银行的变相贷款 （因为贴现额

不是杯水车薪？ 把贴现出来的钱包
装成保证金来回翻滚， 导致企业资

的大头， 权柄都握在分行副行长级别
的人物手上， 所以但凡票据案件祸起

要的是风险管理，而票据业务中风险
点最多集中在票据造假。 比如，‘没有

比保证金多）。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
当企业为不具备“真实贸易背景”犯

金链断档后承兑行大兴问罪之师，
这种案子并不算少。

萧墙， 除了拔掉牵头的大萝卜，‘带出
泥’的部门经理、科室主任、经办等参

银行转贴现至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宁
波银行北京分行再转贴现至民生银
行三亚分行，最终票面金额 6 亿元中
有 5 亿元到期后无法兑付。 而后，民
生银行追索宁波银行，宁波银行追索

真实贸易背景’，尤其是商票，从签发
开始就是萝卜章的产儿，于是其下的

难时，掮客便能趁虚而入，大放流光
溢彩：企业给掮客出票套现，掮客伪

“企业混乱的财务、银行松散的
管理， 如果遭到淡薄的法制观念叠

与分赃的人往往不计其数。 ”
“承兑了的银票就是钱，在谁手

背书、抵质押、转让、回购、贴现通通
变成了‘真实的谎言’。 ”

造辅证文件，比如增普票，带着一沓
收购来的银票找银行承兑， 于是，

加，那会万劫不复。”施天佑补充称，
银票是钱，商票是纸，尤其是小企业

上谁就是它的主。”华东某高校商事
法研究学者称，票据参与方过多，持

苏州银行，苏州银行也表示将不排除
进一步追索鄂尔多斯农商行。

企业“居心不良”

“一年纯利过亿”在业内并不是多光
彩的“业绩”。
对此， 著名票据法专家施天佑
律师形象示例：“一家公司户头很

开的商票。 贴现无门时不免钻入黑
市，依靠地下关系笼络下手，以昂贵
的贴现率为成本迅速脱手套现，挥
霍一空后申请公示催告。

票意图和用票手法五花八门， 在各
主体间来回滚动导致信用迅速膨
胀，最后诸如农行去年的 39 亿元票
据案等相继爆发。

票据业务贸易背景审查失责，要么
是下游开签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
承兑汇票（下称“银票”），要么在中
间环节上挪贷款资金作银票保证
金，从建行、邮储等大银行到职工不
足 400 人的农信社，无一幸免。

的银票找银行承
兑， 于是，“一年
纯利过亿” 在业

近日，苏州银行就因“疏忽”中
间环节——
—贷款资金被挪用作为商

内并不是多光彩

业承兑汇票（下称“商票”）保贴业务

的“业绩”。

质押存单， 收到了一张淮安银监局
开出的罚单。 这无疑是犯了 《关于
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监管的通

无疑， 如果这 4.5 亿元在向鄂

实际上， 这门票据生意已形成

谈及农行此前的 39 亿票据案，
施天佑直指内控玩忽之罪：“银行承
兑汇票有 6 个月期限，而 2015 年上
半年股市山河一片红，抽出这近 40
亿票据质押上三四个月的时差，就
算一个点的收益率对于工薪阶层也
是天文数字，借鸡下蛋后再赎回，神
不知鬼不觉便可一夜暴富。 怎奈 40
个亿股市一涮，血本无归。 ”
“我遇过山西一个涉及 3000 万元
的票据案， 就是副行长和黑中介联手
缔造的。 ”施天佑认为，内有卧底策应，
外有掮客兴风作浪， 内外勾结的破坏
性不亚于诈骗。 “有价证券业务是银行

浦发银行发布
“科技金融服务方案 1.0”

“空降兵”能否救汇丰于水火

日前，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发布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黄希

跌幅持续扩大。 当日收市报 65.6
元，跌 5%，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回购非长久之计

去年利润暴降 62%、股价萎靡
不振、“回购”成为常客，曾经光鲜
的汇丰怎么了？
就在一片叫衰声中，汇丰控股
迎来一名“空降兵”——
—3 月 13 日，
汇丰控股宣布，任命友邦保险首席
执行官杜嘉祺为汇控下任董事会
主席，2017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并
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接任集团非执
行主席一职。
这一人事任命打破了汇控主
席人选一向由内部晋升的传统，首
次由“外人空降”。 然而，这一任命

在 2016 年业绩报告中， 汇丰
还表示预期于 2017 年上半年进一
步通过股份回购计划向股东退还
最高达 10 亿美元。 而在此前几年，
“回购” 从未被摆在如此突出的位
置。
从去年汇丰控股宣布，董事会
决定在其 150 年历史上首次进行
股票回购， 回购价值不超过 25 亿
美元的股份，降低已发行普通股数
目开始，汇丰的回购步伐一直停不

能否将“厄运”缠身的汇丰拯救出
来？

盈利锐减 62%
汇丰银行集团 2016 年财报显
示，税前盈利锐减 62%，从 2015 年
的 188.7 亿美元降至 71 亿美元。
汇丰解释，业绩大幅下滑由一
系列一次性行为所致。 这主要包括
欧洲环球私人银行业务的商誉减
损 32 亿美元、 达标支出 31 亿美
元、指定以公允值列账之本身债务
因信贷息差变动而产生的 18 亿美
元不利公允值变动，以及出售巴西
业务的影响。
“汇丰集团今年财报‘太令人
失望’。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分析师 Jackson Wong 表示，此前

市场预估汇丰 2016 年盈利大约在
130 亿美元， 较 2015 年可能会有
30%左右的下滑。
美银美林随即发布报告，给予
汇控目标价为 70.3 元，评级为“买
入”； 高盛将汇控目标价降至 72
元，评级维持在“买入”；瑞信则指
出汇控业绩令人失望，予“中性”评
级，目标价为 58 元。
由于投资者对汇控 2016 年业
绩感到失望，汇控股价在当日午后
一开市便出现垂直式下跌，加上多
家机构削减目标价，促使汇控股价

下来。
仅上一周，汇丰控股就回购动
作频频：3 月 13 日， 于伦敦证券交
易所回购 355 万股；3 月 14 日，于
伦敦证券交易所回购 351.0 万股；3
月 15 日， 于伦敦证券交易所回购
250 万股；3 月 16 日， 于伦敦证券
交易所回购 305 万股。
这样的“发钱”模式还能持续
多久？
一位香港投行分析师林连对
《国际金融报》表示，汇丰想要通过
回购股份释放公司储备价值提升
股价。 实际上已获得一定效果：汇
丰股价已从每股 44 港元左右反弹
至目 前 64 港 元 水 平 ， 升 幅 接 近
50%。
星展唯高达中国及香港策略
师李灏澐对媒体表示，对汇丰的长

远表现不太担心，尤其在美国加快
加息下，有助改善汇控等国际银行
的息差及股本回报率表现，同时又
因为汇丰资本充足，可支持下一轮
回购股份行动。
但林连指出，公司资金始终有
限，“回购”治标不治本。 如何让业
绩下滑止跌和推动公司复苏的发
展计划才是汇丰应该发力的重点。

“空降兵”被看好
在过去 6 年时间中，汇丰多渠
道“节流”，极力挽回目前盈利下降
的颓势，但效果不佳。 那么，作为
“空降兵” 的杜嘉祺能否救汇丰于
水火之中？
“这次引入杜嘉祺作为公司主
席，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汇丰改革
的决心和信心。 ”林连称。
公告显示，杜嘉祺现为友邦保
险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曾助友邦
成功上市及扩张。 自 2012 年起，他
出任高盛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并
将于加入汇丰董事会前辞任该职
务。
《国际金融报》记者就此次人
事变动致电汇丰银行（中国）方面，
相关人士表示，关于此次提名不做
过多评价，以港交所公告为准。
对于杜嘉祺的加入，各界似乎
都较为看好。 更换主席一事被宣
布， 汇丰控股股价当日上涨
2.14%，作为恒生指数最大成分股，
恒生指数在汇丰控股带领下也上

涨了 1.11%。
Jackson Wong 认为，这对汇丰
控股来说是个好消息，杜嘉祺上任
会给汇丰注入新能量。 “汇丰 2016
年第四季度乃至全年的财报都令
市场非常失望：很多资产在财报上
显示报废同时却没能找到新的盈
利增长点。 但反观 AIA（友邦）在杜
嘉祺的带领下，仅新业务一项就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实现了超过
20%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他也是
个‘亚洲通’，知道如何在亚洲做生
意和运营企业，所以我认为这对汇
丰如何在亚洲的拓展业务，提速发
展带来新思路”。
摩根大通指出，杜嘉祺过往在
亚洲区成功捕捉到通胀及利率上
升趋势， 在未来全球利率正常化
下，其带领下的汇丰可望更受惠。
公告也提到，作为候任集团主
席，杜嘉祺将接管物色集团行政总
裁欧智华继任人选的职责。
林连对记者表示，杜嘉祺作为
汇丰 151 年历史中首个从外部空
降的集团主席将很有可能接班欧
智华，成为下一任汇丰控股集团行
政总裁。
“从汇丰银行的角度来说，他
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提拔内部人员
接替欧智华，担任行政总裁。 ”林连
认为，杜嘉祺此前在友邦等多家大
型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很可能会
招募更多外部人才进入汇丰。 “但
杜嘉祺自身能力和履历也能胜任，
所以我也很看好他”。

“科技金融服务方案 1.0”，回顾了作
为总行设立在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
紧贴上海经济建设， 服务科技创新
的过程中开展的各项科技金融工作
以及取得的成绩。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
1.0》， 是浦发银行支持科创中心建
设的又一科技金融力作。 方案中，
浦发银行升级科技金融服务内涵，
打造差异化服务模式， 将以往注重
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关
注贷款产品的思路， 升级为覆盖面
更广的、 服务所有科技金融关联客
群的整体解决方案。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
1.0》紧紧围绕政府、科技企业、科创
平台和科创人才四个主体， 汇集浦
发银行 52 类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的
明星产品，既有本币产品，也有外币
产品；既包括融资产品，也包括结算
产品；既服务企业内贸需求，也满足
企业跨境需求。实现了本外币联动、
境内外联动， 建立了一张科技金融
服务全景图， 全面服务科创中心建
设，全面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方案中面向政府的产品 4 类，
面向科创企业的产品 33 类，面向科
创平台的产品 8 类， 面向科创个人
类产品 7 类。
近期， 该行还形成支持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的具体工作方案， 在体
制、风险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探索适
合科技金融发展的模式。 截至 2017
年 2 月末，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服务
的科技型企业超过 2000 户，融资余
额超过 200 亿元。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