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17年 9 月 11 日

银行 | 5

责编 | 陈偲

汇丰银行“强抽贷” 保千里真的委屈？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黄希

要在红外夜视这块，利润应该是可
以的。 但是否实现量产和给整车厂
供应是个问题，因为这块整体来说

近期， 一场由上市公司保千里
与汇丰银行主演的“抽贷大戏”正在

国内的渗透率还是很低，可能不到
3%。

上演。
9 月 3 日晚间， 保千里发布公

长城证券 9 月 6 日发布研报，
对保千里长短期偿债能力进行了解

告称，在借款尚未到期的情况下，汇
丰银行突然冻结其银行存款 7272.8

析。 其中， 保千里新增借款增加较
快，截至 2017 年中报末，保千里向

万元。 而这也带来连锁反应， 为了

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余额为

控制自身风险， 平安银行随即冻结
了其部分资金和房产，冻结资金总
计 1.73 亿元。
保千里方面将这定性为 “恶性

25.2 亿元。
就长期偿债能力而言， 长城证
券认为，财务杠杆处于合理区间，但
短期偿债能力可能不太乐观。 数据

抽贷”。 之前合作良好，为何贷款说
抽就抽？

1.73 亿资金被冻结
记者了解到，目前，保千里在汇
丰银行深圳分行未清偿的授信函项
下的款项为： 本金及利息折合人民
币约 7200 多万元。
根据保千里 9 月 3 日发布的公
告，汇丰银行深圳分行以“有权随时
单方面取消借款人的授信、 有权随

短期内，该
事项对公司经营
存在一定冲击。

显示，2017 年末， 保千里流动比率
（1.41）及速动比率（1.20），低于可比

中长期而言，公

公司流动比率平均值（2.57）及速动
比率平均值（1.76）。 此外，其 2017

司资产负债率并

年中报显示的付息能力明显低于
2015 年、2016 年水平， 利息保障水
平降低较快。
另外，记者查询保千里 2017 年

不高， 收购部分
资产“延龙汽车、
小豆科技” 变现
性均较强， 该事

东方 ＩＣ 图

支行的账户内 1.03 亿元存款中的
7272.8 万元。
8 月 31 日，汇丰银行又在全额
冻结保千里贷款余额的基础上，把
保千里客户在汇丰银行的回款 384

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2013 年， 中达
股份（保千里前身）进行破产重整，
并于 2015 年 3 月正式完成资产重
组。 2016 年 12 月 28 日，保千里公

万元直接划扣， 影响了保千里公司
的正常运作。

告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证监会决定

汇丰银行的行为也产生了连锁
反应。 公告称，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出于控制自身的风险的考虑， 被迫

立案调查。

反应”可能还会继续。
“公司不排除上述事项可能会

调查表明， 当时在进行资产评
估时， 保千里电子向银信评估提供

导致其他银行采取同样措施， 要求
其提前还款或冻结资金、房产。 ”在

现金流而言还算充足， 主要由于本
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大而
导致其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下降

连带冻结了公司部分资金及房产。
截至目前， 公司被冻结资金总额为

了两类虚假的意向性协议，致使其
评估值虚增 2.74 亿元，中达股份为

9 月 3 日的公告中，保千里称， 不
排除上述事项可能会影响资金链，

水平较快。
“但是从应收账款和其流动比

1.73 亿元， 其中非公开增发募集资
金约 1.7 亿元。

此支出了股份对价达 1.29 亿股。 今
年 8 月 12 日，保千里公布了证监会

从而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针对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的行为， 公司向

率、速动比率水平来看，回款速度偏
慢确实是一个问题。 ”该人士表示。

日，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口头要求保
千里对已开出信用证补充全额保证

抽贷或因一桩处罚

处罚结果， 保千里及相关责任人被
罚款共计 235 万元。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法律诉
讼。

就“汇丰抽贷”事件影响，长城
证券称，短期内，该事项对公司经营

金，这相当于变相提前收贷，公司认
为其中途改变授信合约的理由不充
分， 况且按 1∶1 比例中途要求公司
为已开出信用证增加保证金， 会让

为何汇丰执意要保全， 冻结保
千里的资产？
对此，汇丰银行方面对《国际金

9 月 6 日，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许峰对《国际金融报》记

那么， 银行在哪些情况下可以
要求公司提前还款或冻结资金、房

存在一定冲击。中长期而言，公司资
产负债率并不高，收购部分资产“延

者透露， 针对此前因保千里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 致使投资人损失

产？
许峰告诉记者，一般来说，银行

龙汽车、小豆科技”变现性均较强，
该事项引起“重整或破产”等风险并

公司白白付了利息差给汇丰银行，
将会损害公司利益， 因此公司拒绝
了汇丰银行的无理要求。 ”
上述负责人指出，8 月 18 日，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是在没有书面通

融报》记者回复称“不予置评”。 平
安银行方面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
称“暂无回复”。
而根据保千里方面对相关媒体
所言，“汇丰银行是外资银行， 对于

的上诉在这几天就将提交法院立
案。

方面感觉到存在风险或者明显违约
就有可能提前抽贷。

不大。
9 月 6 日，《国际金融报》 记者

许峰指出， 根据法律及司法解
释规定， 在 2014 年 5 月 27 日到

保千里真的有风险吗？
一位关注智能驾驶项目的风

就回款速度为何较同行慢、 投资者
索赔案进展如何等问题向保千里方

知保千里提前还款的情况下， 申请
冻结了保千里在平安银行深圳前海

公司前期接受证监会调查一事过于
谨慎， 之前对方口头指出是与公司

2016 年 12 月 29 日之间买入保千
里（600074）股票，并在 2016 年 12
月 29 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保千里

投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
保 千 里 应 该 算 是 国 内 视 觉 ADAS
方案领域的龙头企业，它的优势主

面发送了采访提纲。但等待两天后，
保千里方面相关负责人仅表示，一
切以公司公告为准，不予置评。

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相关贷款”
等理由，在近日单方面冻结了公司
存放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非公开
增发募集资金 7272.8 万元。

项引起 “重整或
破产” 等风险并
不大。

对于这样的理由， 保千里是不
服的。 保千里认为， 其与汇丰银行
之前合作良好，未出现过逾期或欠
息的情况， 亦不存在包括银行在内
的金融机构逾期或欠息的情况。
在冻结资金之前， 汇丰银行曾
要求保千里增加保证金。 据保千里
相关负责人对媒体透露，“8 月 14

股票而存在损失的投资者， 有权向
保千里提起索赔。

中报数据发现， 该公司可能面临回
款紧张的现状。中报显示，报告期末

现金流吃紧“危机”
让保千里更为担忧的是，“连锁

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为-5.24 亿元，2016 年和 2015 年经
营性现金流也为负值， 并且有逐年
扩大的趋势。
一位财务人士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根据 2017 年中报，目前
其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较经营性

新三板上市银行三宗“最”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陈圣洁

在消耗和资本补充需求日渐提
升的矛盾下， 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
试图前往新三板。
9 月 6 日， 随着如皋银行的正
式挂牌， 新三板挂牌银行正式扩容
至 6 家。《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
截至目前，齐鲁银行、喀什银行、鹿
城银行、国民银行、客家银行 5 家挂
牌银行的半年报已悉数披露完毕。
业务关注，在这 5 家银行中，谁
最会赚钱？ 谁利润增速最快？ 谁的
资产压力最大？

齐鲁银行：
赚钱能力最强
齐鲁银行是新三板首家挂牌的
城商行。 自 2015 年挂牌以来，其赚
钱能力一直为人称道。
公开资料显示， 齐鲁银行挂牌
首年，年报就显示营收 42.32 亿元，
净利润增长 9%；2016 年，齐鲁银行
以 16.54 亿元的净利， 夺得新三板
最“赚钱”公司第二位；2017 年第一
季度，该行以 5.26 亿元超越九鼎集
团摘得净利最高企业桂冠，相当于
平均每天赚 584 万元。 而最新的
2017 年中报显示，上半年报，该行
实现营业收入 26.1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35%，净利润 10.28 亿元，
同比增长 26.67%，成为新三板上市
银行中“最赚钱”的银行。

对于上半年亮眼的营业收入，
齐鲁银行表示， 上半年通过调整资
产负债结构、强化资产定价要求、减
少开支、强化资本管理等，净利润实
现同比逆势增长。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家最“赚
钱”的银行也是最“缺钱”的。
尽管在 2016 年 11 月齐鲁银行
通过定向发行的优先股 2000 万股
在新三板公开转让募集了 15.01 亿

元，但目前该行的资本充足率仍“嗷
嗷待哺”。
半年报显示，截至 6 月末，齐鲁
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2.56%，较
去年末增加了 0.47%， 而核心一级

净利润为 2108.26 万元， 较上年同
期增长 400.51%； 基本每股收益为
0.1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5%。 这
是 5 家新三板挂牌银行中， 净利增
速最快的银行。

进一步上升，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质
量、 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一家以宁
波象山县社区银行为目标， 重点服

了让不良数据好看一些， 而把有不
良隐患的贷款更多放在关注类贷款
中， 但这实际上是银行贷款质量的
隐患。
对于愈发增大的资产质量压

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
为 7.84%、9.26%，较去年末均微降，
越发逼近监管红线。
融资补血成了齐鲁银行的 “当
务之急”。 日前，齐鲁银行已再次发
布定增预案，拟以 3.9 元/股的价格
向 18 名机构投资者发行股票 12.82
亿股， 募集资金 50 亿元。 其中，
11.13 亿股为现金认购，预计募得现
金不超过 43.41 亿元， 另有 1.69 亿
股为股权认购， 澳洲联邦银行以其
所持有的 15 家村镇银行股权作价
6.59 亿元参与增资。

客家村镇银行解释称， 净利润
大幅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该
行上半年在利息收入增加的同时，
利息支出减少， 二者导致利息净收
入同比增加 1193.79 万元； 二是该
行公司贷款质量提升，导致资产减
值损失同比减少 1098.84 万元。
有人欢喜有人忧。
中报显示， 报告期内宁波象山
国民村镇银行 （以下简称 “国民银
行”）净利下滑最多。
从经营收入状况看， 该行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5797 万元，与去年

务“三农”及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等的村镇银行， 该行目前也面临
服务领域风险高、 催收难的问题。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国民银行作
为原告涉及诉讼的案件多达 64 起，
合计 6650 万元， 占期末净资产的
27.6%，其中，未结案件仍有 22 起，
总金额达到 5207.5 万元。

力，喀什银行解释称，报告期内不良
贷款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
下行，企业经营发展遇到困难，还款
能力下降。
“2017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仍
处于惯性下滑过程中，传统制造业、
流通行业经营环境未出现根本改
观，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压力对相关行业和企
业经营生产产生持续冲击。”喀什银
行指出。
受利率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影
响， 以单纯赚取息差为目的的传统

据记者了解， 这份定增预案超
过皖江金租的 40 亿元预案，是今年
新三板市场迄今最大的定增预案。
该行公告显示， 此次募集资金将全
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
提高资本充足率。

上半年大致持平， 但其净利润仅为
1714 万元，同比下降 19.17%。
据了解，国民银行收入 98%以
上还是依靠息差收入，5797 万元营
业收入中利息净收入贡献了 5720
万元，但是因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
加导致营业支出同比增加了近 500

国民银行：
净利下滑最多

万元，导致净利润下滑。
从资产质量方面看， 截至上半
年，国民银行总资产为 26.56 亿元，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

客家村镇银行是广东省首家村
镇银行，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挂牌
新三板。
根据客家村镇银行披露的半年
报，2017 年上半年， 该行的营业收
入为 5482.38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 2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1.71%、
11.71% 和 12.6% ， 拨 备 覆 盖 率
152.24%，较年初下降 74.84%，不良
贷款率为 1.66%， 较年初增加 0.38
个百分点。
国民银行指出， 若不良贷款率

喀什银行：
不良压力最大
新疆喀什银行在今年 5 月 24
日登陆新三板， 亦是新三板第一家
农商行。 半年报显示，喀什银行上
半年潜在的不良资产在进一步暴
露，资产压力明显增大。
具体来看， 今年上半年喀什银
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 2.4 亿元，不
良贷款率由报告期期初的 1.59%陡
增至 2.97%，增长了 1.38%，近乎翻
倍；与此同时，该行的拨备覆盖率由
305.31% 降 至 166.31% ， 减 少 了
13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半年报显
示，关注类贷款迁移率为 24.8%，较
本期期初增加 22.38%。 据了解，关
注类贷款其实是介于不良贷款和正
常类贷款之间的灰色地带， 曾有银
行业分析师称， 不排除有些银行为

创收模式面临着愈来愈多的风险，
喀什银行也不得不积极应对， 强化
主动化管理，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据了解，上半年喀什银行加大小
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 截至 6 月末，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15.23 亿，占全部
贷款总量的 19.3%。 此外，非息类业
务由于有着多样化、灵活性及人力成
本相对较低等优势逐渐成为喀什银
行重点发展的领域，非息收入在营业
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
半年报显示， 喀什银行上半年
的营业收入为 2.62 亿元，同比增长
25.35%。 其中，利息净收入为 1.51
亿元，同比增长-17%，而非利息收
入 1.11 亿元，同比增长了 311%，业
绩表现总体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