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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系统今年开出 540 余张罚单 信贷成“重灾区”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王天艺

在统计的 540 余项表单中，信
贷业务主导案由达 240 余项， 占据

罚单上。
这或许与城商行、 股份行和五

半壁江山，而牵入信贷业务或者由

大行的现代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成

“新掌门”入主一月内，银监会
即以七道令箭震慑了中国银行业。

授信人员参与的不计其数。
在分析人士看来， 名目虽然五

熟、获利渠道多样有关。 当然，城商
行、 股份行和五大行舞弄信贷有相

随后铺天盖地的罚单以封印之态火
烧一片，从“宇宙行”到农合社，无一

花八门，违规意图不外乎两点：为了
赚钱财迷心窍，为了填坑狗急跳墙。

对高明的“作案”技巧：贷款用于支
付银票保证金或归还银票垫款，毕

幸免。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统计，截

前者以违规授信为代表， 比如贷款
人资格审查敷衍 （甚至向黑名单授

竟， 借款人利用银票保证金的杠杆
循环融资的案例近年可谓琳琅满

至 5 月 12 日，就银监会官网通告来

信），贷款用途把关不牢（甚至虚构

目，而比起中小银行，自然是大银行

看， 银监会及下属机构今年对银行
系统开具 540 余张罚单， 信贷业务
主导案由达 240 余项，占据半壁江
山。

用途），授信过于集中，抵押物高估，
追贷；另兼贷后监控失察，比如定向
贷款资金绕开受托支付最后无果而
终，个贷企用，消费贷款流入股市或

承兑的汇票在市场上更为叫卖。 这
种“信贷+票据”两大条线的“勾结”
近来也为监管层提供不少猎物，查
出一个再连带查另一个，收获可观。

4个多月超去年总量

者申购基金等。
如果说前者是 “内外勾结”的

除此之外， 还有几例涉嫌信贷
资产流转， 利用监管层对盘活存量

话，后者几乎是银行自身亲手缔造，
其核心思路便是“以贷转存”，而且

的鼓励腾挪资产， 打不良资产出表
的“擦边球”已有苗头，比如民生银

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扩表手腕几乎
蔓延至全行上下，大江南北，仿佛成

行向资管公司转让个贷， 公然 “挑
逗”监管文件，当然，这些伙同银行

317 万元，处警 告 114 人 次 ， 处 行

为众所周知的秘密。
据业内人士介绍， 这一模式大

美化报表、 隐匿不良的资管公司在
银监会处罚公示栏里也都榜上有

业禁入 1 年 1 人，2 年、3 年、5 年
各 2 人，终身禁入 3 人；处取消银

体都是先抛给客户一个 “蜜枣”，比
如利率低、放款快，然后“克扣”客户

名。再比如，稽核问题，“五级分类不
准确”、“违规调整分类”一类案由不

行业高管任职资格 1 年 2 人，2 年
5 人，3 年 1 人，5 年 3 人， 终身 1

贷款额度，回流入账，以极低的成本
救了业绩补了头寸， 循环下来一本
万利。 当然， 银行的获利显然基于
贷款人庞大的财务成本之上。
另外，就银监会公开信息分析，

时穿插其间。
有业内人士直言， 信贷属中国
银行业传统业务耕耘多年， 而目前
仍以利差为营收支柱的盈利气候未
变， 使得银行在探索信贷监管真空

从管理层到营销一线， 几乎整个信
贷团队对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特

上呕心沥血。
而且， 中国现代银行业很多业

别情有独钟， 争先向固定资产贷款
贷方砸钱。

务创新还在草创阶段， 不少徘徊在
灰色地带的违规行为也许很难定
性。对此，罚单内出现一个万试万灵

据记者统计，银监会及下属机
构今年对银行系统开具 540 余张
罚单，超过去年总量。 处法人罚没
金额达 1.46 亿元； 处个人罚金达

人；处 1 人取消银行业董事任职资
格 2 年。
其中，对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及
村镇银行作出 440 余张行政处罚
（每人次、 每法人次各计一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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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居少，以分行层面居多。 案由

信贷违规占半数

大部分不超过 2 项，舍此也包括恒
丰 银 行 18 项 和 华 夏 银 行 24 项 。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以

280 单针对法人，160 单针对个人。
针对法人的罚单中仅 1 家“责令限
期改正并给予警告”， 其余均有罚

上 500 余张罚单中，案由多以“双拼
式”现身，其中又以“信贷+票据”组

（没）金，金额多以 20 万元兜底金
额为多（115 张），仅 15 张达百万元

合为最。 的确， 作为表内和表外两
项重头，其承载的扩表和盈利职能

灰色地带待监管

的案由：“违反审慎经营原则”，也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所有罚单中， 银监会披露 12
张（均在 3 月 29 日一日），各地银

及以上，上述的恒丰银行和华夏银
行 分 别 贡 献 800 万 元 和 1190 万

与其他业务自然不可并论， 这同样
是银行“小九九”的栖身之所，而被

可惜的是，信贷业务违规，监管
层的案由仅仅以“违规”二字一扫而

法》第四十六条第五款，这个条款自
由裁量尺度非常大，大到遍布罚单，

监局披露 38 张， 剩下均出自各地
银监分局。 处罚对象以总行、支行

元， 与平安银行的 1670 万元一道
站上三甲。

银监会问罪的个人中， 上至行长下
至经办人，绝大部分也都盘踞于此。

过。 而且，这些“幺蛾子”也基本上
趴在农商行、 村镇银行和农信社的

案由含糊的都能拿出这条捎上一
笔。

同），1 月 136 次，2 月 117 次，3 月
117 次，4 月 66 次，5 月 3 次。 局限
于发布时效， 大批被捂仓的罚单正
在路上。

中信银行与厦门航空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预算报告“洗劫”澳大利亚四大银行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黄希

澳大利亚某资管公司初级分析师楼
军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除了政

5 月 9 日，中信银行与厦门航空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厦门

5 月 9 日， 澳大利亚政府公布对银

府在外部环境对澳大利亚银行业施加压
力，目前“四大支柱”也正面临内部改制

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东出席签约仪式。 协议
生效后， 双方将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行资产债务平衡表征税， 澳大利亚的政
府预算将对银行征收 6 个基点， 负债超
过 1000 亿澳元（合 740 亿美元），该项税

压力。 “据我了解，此前澳大利亚银行协
会在进行深入调查后， 对四大银行提出
了应尽快整改其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

并在信用卡产品合作、 大数据资源交互与利
用、综合化金融服务、创新模式共享等方面展
开深度合作，通过跨界融合的经营策略实现资

将应用于包括优先债权、担保债权、次级
债券以及所有人均超过 25 万澳元的小

银行将不再支付给零售员工与销售挂钩
的奖金。 其中包括 21 项具体措施，主要

源共享、优势互补，时时以用户体验作为核心
经营理念，致力于将“厦航中信联名信用卡”打

额存款。 据预计，这次征税将会给国家财
政带来 62 亿澳元收入。

围绕四大银行对于销售人员的奖励措
施。 四大银行和澳大利亚银行家协会承

造成业内最具市场规模和影响力的航空金融
业标杆产品，为中信持卡人和厦航客户提供紧

新政将直言影响澳大利亚四大支柱
银行——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澳大利亚

诺将遵循的其他几条建议， 包括确保对
抵押中介支付的报酬不要与借贷额度相

密贴合需求、创造极致体验的产品与服务。
本次合作是中信银行打造商旅类金融产

国家银行、澳新银行、西太平洋银行和麦
格理投资银行。 根据瑞银（UBS）的研究

挂钩。 ”

品的又一重要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航空商
旅市场的标杆地位，不仅可以迅速扩大中信航

报告，这将导致银行每年利润下降 5%左
右。
当日，受该消息影响，银行股持续走
低，澳指 200 下跌 1.86%，其中金融板块
跌幅达 2.4%。

四大银行很受伤
5 月 9 日晚，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莫里
森（Scott Morrison）在公布联邦预算后宣
布：“政府将征收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
大利亚国民银行、西太平洋银行、澳新银
行、麦格理集团债务的 6 个基点，每年一
次。 该项税政旨在鼓励银行在小额存款
领域进行竞争，并缓解联邦预算压力。 ”
“这将是银行业对澳大利亚预算恢
复盈余所做的贡献， 此举将使澳大利亚
与包括英国和欧洲地区对银行业征收的
税率相一致。 ”莫里森表示。
同时，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科曼
（Mathias Cormann）称，征收是一种“公平
和均衡”的提现。
对此，澳大利亚四大银行自然是不
乐意的，他们对此次征税进行了猛烈抨
击，澳大利亚银行协会更是把这项税政
称作“糟糕的政策”以及一次“鲁莽的行
为”。
对此，普华永道（华盛顿）分析师陈
超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事实上，从
涉及金额上来看，这次征税力度很大，并
可能将会给市场带来 1%到 2%的减收。
所以不排除银行可能会通过提高抵押贷
款利率来将这次增税转移到客户身上，

资料图片

政府赤字预算上行

以弥补部分因征税产生的营收减少。

推动银行业改革
雪上加霜的是，5 月 8 日，据路透社
报道， 澳大利亚将对金融领域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进行彻查。 此前，澳大利亚银行
业曝出了一系列丑闻， 大众纷纷指责澳
大利亚四大银行滥用市场权力。 “四大支
柱” 银行在澳大利亚借贷市场占有 80%
的市场份额。
在本次政府预算中也可以看出，澳
大利亚政府正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 政
府将成立澳大利亚金融投诉机构， 这个
一站式服务机构将帮助民众解决与银行
的财务纠纷。 另外，还将成立银行高管监
督机构， 即银行行政责任制将要求所有
银行高管在 APRA 注册，如果银行违规，
小银行将面临最低罚款 5000 万澳元，大

根据此次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预算，
其将采取措施扩大其基础设施建设，如
计划将在悉尼建立第二个国际机场，未
来 10 年 计 划 投 入 的 资 本 投 资 额 度 达
750 亿澳元。
澳新银行认为， 结合未来将额外获
得的 63 亿澳元主要银行税和 82 亿澳元
保险税，2019 年 7 月开始保险税率将上
调 0.5%， 以及靠经济增长承担更多债
务，政府基本可筹得十年基建所需资金。
但澳大利亚政府负债表不堪乐观。
澳新银行预计澳大利亚政府在 2017 2018 年资本支出将攀升至纪录新高 506
亿澳元，且未来几年还将进一步攀升。
澳新银行分析师指出， 澳大利亚联
邦政府 2017-2018 年预算看起来雄心勃
勃，政府希望能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并施
行促进公平的措举， 还希望有回归预算

银行最低则罚款 2 亿澳元。
陈超认为，此次政府所为或为进一步
推动银行改革做好铺垫工作。 “财政部官
员此举也有着另一层含义，他们希望在大
银行因为该项税政而降低存款利率或增
加利率时，不在此次征税范围内的小型银
行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方案来填补市场

盈余的合理路径。 但是，该预算也并非毫
无风险，其尤为依赖政府收入增加，以弥
补支出与持续增长的未偿还债务间的鸿
沟。
另外，澳元承压。 楼军伟指出，自 3
月份铁矿石价格大幅下滑以来， 澳元便

空缺，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 ”他说。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澳大利业政府对
银行业征税会引发各银行之间的竞争
时，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银行业

滑的影响， 澳大利亚 4 月份零售数据录
得远差于预期，引发澳元继续破位下行。

征税，将确保澳大利亚预算盈余，银行业
将对此作出公平的贡献。

形成连续跌势， 近日由于受家庭消费下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分析师 Valeria
Bednarik 预计，汇价将最终跌破 2016 年
12 月低点 0.7161， 之后下看 2001-2017
年以来的支撑线 0.7013。

空类信用卡产品的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更成
为带动厦门航空与中信银行全面合作的良好
契机。
厦门航空此次与中信银行开展全面合作，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 升级联名信用卡产品，预
发行顶级信用卡“万事达世界卡”，争取高端商
旅客户，保持市场竞争力；开展大数据合作，寻
求创新合作模式，进一步推动双方数据库资源
的交互及利用； 双方携手开拓互联网金融业
务，共同研发电子卡；双方从大客户联动、网站
直连、出国金融等多角度入手，在服务客户方
面积极探索合作共享机制，致力为用户提供丰
富多样的专属优惠权益；针对厦门航空提供与
航空运输、 飞机租赁等有关的融资、 债券、租
赁、同业拆借等综合金融服务；双方开展分支
行网点合作等零售银行业务和资金清算业务
合作等。
对于本次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中信银行方
面表示，“在互联网金融大潮和激烈市场竞争的
冲击下，传统银行必须勇于开拓、锐意进取，时时
以用户体验作为核心经营理念，敏锐把握市场发
展趋势，对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的商业模式保持积
极开放的态度。中信银行致力通过跨界融合的经
营策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力争持续巩固
中信银行在商旅细分市场领先优势，不断为用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创新金融服务。 ”
作为传统金融行业率先进行跨界融合的
代表，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与厦门 航 空 于
2009 年开启联名卡项目合作，同年 5 月，厦航
中信联名信用卡正式上市发行。 经过双方多年
经营，截至目前，厦航中信联名卡发卡量近 50
万张，在厦航五家合作银行中联名卡发卡量排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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