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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银行罚单统计

恒丰银行乱局：高层“换血”、猛吃罚单

● 2017年 9 月 25 日
原因：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
行为
单位：恒丰银行杭州分行
金额：50 万元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陈圣洁

● 2017 年 9 月 19 日
原因：授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

检查（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和治理十
大乱象检查），对银行业市场乱象和风险

单位：恒丰银行北京分行

点进行摸底排查。 其排查之严，通过罚单
近日，恒丰银行现任党委书记、董事
长蔡国华被曝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数量就已经展露无遗。 根据银监会披露
的行政处罚情况来看，今年前三季度，银

前正接受调查。 消息一出，在业内引起轩
然大波。

监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436 件，处
罚银行业金融机构 1386 家，对机构罚款

有不少业内人士担忧， 此事将让近
年来负面缠身的恒丰银行再次蒙上阴

累计达 5.55 亿元， 没收违法所得 0.7 亿
元，罚没金额合计超过 2016 年的 2 倍。

影，本就“一波三折”的上市之路因此再

在这样严格的监管排查下， 恒丰银

次延期。
不过， 一位接近恒丰银行的人士王
然（化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
时却表示， 对恒丰银行今后的上市进程

行合规经营的弊病也开始显露。 据《国际
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央
行、银监会及各地银监局、银监分局共对

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恒丰银行的上市是
山东省既定的战略， 其上市更多的是因
为地方政府在推动， 因此并不会因为董
事长一个人的原因而被搁置。

单位：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金额：40 万元
● 2017年 6 月 23 日
原因：违反内控规定办理票据业务和贷款转保证金开
单位：恒丰银行青岛分行

已不是近年来首位被调查的恒丰银行高
管。

担保。
在票据业务上， 其未按业务实质对
代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进行准确
会计核算； 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资金账
户管理不严； 办理无真实贸易北京的银

金额：80 万元
● 2017 年 6 月 21 日
原因：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
单位：恒丰银行重庆万州支行
金额：50 万元
● 2017 年 6 月 8 日
原因：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
单位：恒丰银行重庆合川支行
金额：50 万元
● 2017 年 5 月 10 日
原因： 违规为无证机构提供商户收单资金的货币

行承兑汇票业务、 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
的贴现业务。

改为风险部负责。 随后记者多方联系，但
多位该行内部人员均对相关联系方式讳

不仅如此， 恒丰银行以保险类资产
管理公司为通道， 违规将同业存款变相
纳入一般性存款核算； 利用结构性理财

莫如深。
而王然告诉记者， 此次蔡国华被调

产品， 将多笔同业存款变相纳入一般性
存款核算； 并且违规为非标准化债权资

查，或是因为前行长（栾永泰）的实名举
报。 据了解，双方的“争斗”于 2016 年的

产提供担保。

“高管私分公款”事件中全面爆发。
2016 年 5 月 14 日，有媒体曝出恒丰

● 2017 年 8 月 25 日
原因：违规办理承兑汇票业务

立银行承兑汇票

理票据转贴现业务进行准确会计核算，
同业投资业务违规间接接受第三方信用

年初起，恒丰银行内部职能调整，该行的
对外宣传工作已由原来的品牌宣传部门

金额：30 万元

法违规行为被开出了 800 万 元 天 价 罚

记、 董事长蔡国华被曝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据记者了解，这

银行，但截至记者发稿，均无人接听。 一
位恒丰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自今年

单位：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单，震惊业界。
具体来看， 恒丰银行的违规行为呈

11 月 28 日， 恒丰银行现任党委书

对于本次蔡国华被调 查 的 具 体 原
因，《国际金融报》 记者曾多次致电恒丰

● 2017 年 8 月 25 日
原因：违规办理个人贷款业务

恒丰银行开出 13 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
逾 1406 万元。 其中 4 月 10 日因 18 项违

现多样化， 处罚几乎涉及恒丰银行经营
的所有领域。
在同业业务上， 重庆分行违规提供
同业增信； 宁波分行未按业务实质对代

高管内斗

金额：50 万元

转移服务
单位：恒丰银行青岛分行
东方 IC 图

金额：10 万元
● 2017 年 5 月 3 日
原因：违反支付结算业务规定
单位：恒丰银行总行
金额：94.01 万元

在审批和信息披露方面， 恒丰银行
同样存在问题。 具体包括变更持有股份
总额 5%以上的股东未按规定报银监会

● 2017 年 4 月 24 日
原因：四项违法违规问题：

银行高管通过香港东亚银行账户， 私分
过亿元公款。 其中， 董事长蔡国华分得
3850 万元，时任行长栾永泰分得 2000 余
万，副行长毕继繁分得 1800 万，其他高

审批； 关联交易未提交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和董事会审查审批； 未在规定时间

1.出现存贷挂钩；

内披露年报信息； 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
更换行长信息等。

3.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贴现业务；

管分获数额不一款项， 最低额在 800 万
元左右。 虽然恒丰银行出面做出了澄清，
但是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同年 9 月，恒丰银行被曝出，其党委
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部 1.1 万名职工揭

花样的违规行为，不低的罚单数额，
这让恒丰银行被不少网友戏称为 “专业

单位：恒丰银行宁波分行

发原行长栾永泰，并且“不许问原因，不
许问用途，不许拍照”。 同时，将股权激励
计划暂停、降薪 50%归罪于“以栾永泰为
首的团伙”。 而恒丰银行前行长栾永泰则
委托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在
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 “真的是律师”
上，贴出了栾永泰亲笔署名的《致恒丰银
行全体员工的一封公开信》，和一封发给
烟台市委、市政府、恒丰银行的《“恒丰银
行高管私分侵占巨额公款” 事件律师
函》。 在这两封信函中，栾永泰承认了参
与分钱，拿到了 2100 万元，后又实名举

2.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4.违规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提供担保行为。
金额：90 万元

违规银行”。 而王然告诉《国际金融报》记
者，虽然这些罚单都是在今年才被公布，

● 2017 年 4 月 10 日
原因：十八项违法违规：

但事实上， 恒丰银行内部治理混乱的问
题由来已久。
“董事长并没有银行管理经验，但又
喜欢搞‘一言堂’。 ”王然认为，恒丰银行

1.非真实转让信贷资产；
2.腾挪表内风险资产；

是因为恒丰银行本身的资产规模基数较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恒丰银行的迅

曾发布 《关于转发省金融办山东省金融
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 该通知表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 蔡国华在
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前， 确实没有银行
业从业经验。

速扩张，其扩张后遗症也开始显现。 从该
行的财报来看， 尽管恒丰银行在 2014
年、2015 年发行了两次共计 230 亿元的

明，将推动地方金融机构转型发展，争取
在 2020 年末，使恒丰银行业务规模进入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第二梯队， 并实现上

5.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资金账户管理不严；

二级资本债券， 但与目前大多数银行一
样，恒丰银行资本充足率仍然较低，目前

市。 而在今年上半年，山东当地媒体也报
道称， 目前省市两级正在全力推动恒丰

7.以保险类资产管理公司为通道，违规将同业存

亟需补血。
恒丰银行最新披露的三季度财报显

银行股改上市， 股改的重点是规范内部
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在今年 3

8.违规变相接受同业增信；

亟需补血
高管内斗、 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较

示，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末，该行资本
充足率为 11.2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9%，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7.9%。 其中，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较

算不是前行长（栾永泰）举报，相信也会
有其他人举报的。 ”王然告诉记者，近几
年，恒丰银行“内斗”情况较为严重，管理
十分混乱。
这一点， 从恒丰银行前行长林治洪
（在栾永泰之后接任行长一职）被免职一
事也能得到佐证。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

行中排第十位，比第九位少了近一倍。 经
过三年的发展，到 2016 年底，恒丰银行
资产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 较 2013 年末
的 7682 亿元增长了 56%。 此外， 截至
2016 年末，恒丰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7682
亿元，比 2013 年末的 3671 亿元，增长了

上年末分别增加了 0.07%，而资本充足率
去较上年末减少了 0.13%，愈发接近监管
“红线”。
出于对资本的渴求，今年 2 月 18 日，
恒丰银行正式对外公布上市推进时间表，
计划 2018 年 12 月底之前， 完成 H 股上

109%；2016 年实现利润 91.4 亿元， 三年
累计利润总额 313.78 亿元，是过去 11 年
利润总额的 1.1 倍。
不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
研究中心研究员游春对《国际金融报》记
者指出，事实上，近几年整个银行业都在
快速发展， 而恒丰银行这样的发展速度

前恒丰银行运行平稳，服务公众
和社会的工作正有序推进。监
管部门正在对恒丰银行有关
情况进行核查， 若有问题，
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银
监会将持续加强监管，推
动该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强化
内控合规建设，提高其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

频收罚单
事实上，高管轮番上演的内斗也
影响到了恒丰银行的公司经营。
今年以来，银监会推进“三三四十”

加权风险资产计提；

小。

为严重，然而，近几年恒丰银行的扩张步
伐却仍未停下。
Wind 数据显示，2013 年， 恒丰银行
总资产规模在 12 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

上，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业表示，目

3.将代客理财资金违规用于本行自营业务，减少

内部治理混乱的问题是 “用政治权术管
理商业银行，玩公司政治”的必然结果。

报现任董事长蔡国华“侵吞公款 3800 万
元、违规运作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违规控
制恒丰银行”。
“其实这次董事长（蔡国华）被查，就

高管私分公款案尚未有定论的同时，恒
丰银行发布公告称， 免去林治洪行长职
务。 而据相关媒体爆料，这次免职林治洪
是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面对恒丰银行的混乱， 银监会和山
东省政府也已开始介入。 在今年 3 月 2
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2016 年 9 月，山东省政府网

在业内并不算快。
之所以表
现 “亮
眼 ”，

月 2 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
布会上，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明确指出，
恒丰银行正进行股份制改革， 条件具备
时推向资本市场，公开上市。
那么， 恒丰银行的股改究竟进行得
如何了？ 王然告诉记者，恒丰银行在 H 股

4.未按业务实质对代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
进行准确会计核算；
6.利用结构性理财产品，将多笔同业存款变相纳
入一般性存款核算；
款变相纳入一般性存款核算；
9. 变更持有股份总额 5%以上的股东未按规定报
银监会审批；
10. 关联交易未提交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董事
会审查审批；
11.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年报信息；
12.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更换行长信息；
13.杭州分行非真实转让信贷资产；
14. 杭州义乌支行办理信用证和福费廷业务未尽

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中，而
目前对恒丰银行股权等方面的整改已基
本完毕。
根据恒丰银行 2016 年的年报，截至

职审查贸易背景真实性；

市，2019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 A 股增发。
与此同时，该行还成立了由董事长任组长
的上市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上市办公室，负
责上市前期各项基础准备工作的统筹协
调及组织推动。 彼时，不少业内人士都认
为，恒丰银行对外正式公布上市推进计划
表，表示出进军 A 股市场的决心。
然而，此次董事长被免职，并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一事还是给恒丰银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恒丰银行前五大股
东分别为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加坡大华银行、 上海鲁润资产管理公
司、上海做佐基投资管理公司、厦门福信
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这五大股东分别持
股 20.61% 、13.18% 、8.95% 、8.11% 、
5.74%。
股权重组之后， 从天眼查显示的信
息来看，截至 11 月末，持有恒丰银行股

17.成都分行贴现资金当日回流至出票人账户；

行公司治理蒙上一层阴影， 也让不少人
疑惑：“这样的恒丰银行能否按其公布的
上市时间表上市。 ”

份比例大于等于 5%的股东分别是烟台
市财政局、蓬莱金创公司、蓬莱市蓬达房
地产开发公司、 山东九发使用菌股份有

2.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

限公司、烟台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房地产有限公司、 烟台市农
业生产岂料有限公司、 烟台市农业生产
资料总公司、山东省龙口港务管理局。 其
中，仅烟台市财政局持股达 6.5%，其余均

4.未按照规定程序收缴假币，对外付出不符合流

上市无阻？
负面缠身的恒丰银行能按既定时间
表实现上市吗？
对此，王然表示，恒丰银行如期上市
或可期。
“此次人事变动对恒丰银行上市进
程的影响不会太大。 ”王然指出，恒丰银
行的上市是山东省既定的战略， 其上市

为 5%。
“其实，在 H 股上市比较简单，前期
准备工作不用太长， 一般准备 9 个月左
右就可以上市。 ”王然表示，目前恒丰银
行的新行长也要上任，出于新行长上任、

更多的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推动， 因此其
上市进程不会因为董事长一个人的原因
而被搁置。

尽快消除负面影响等因素，“个人认为恒
丰银行不仅不会拖延， 还有可能会加快
推进上市进程”。

15.重庆分行违规提供同业增信；
16. 重庆高新支行办理信用证业务未尽职审查贸
易背景真实性；
18. 宁波分行未按业务实质对代理票据转贴现业
务进行准确会计核算，同业投资业务违规间接接
受第三方信用担保。
单位：恒丰银行
金额：800 万元
● 2017 年 1 月 25 日
原因：存在七项违规行为：
1.金融统计存在错误；
2.超过期限或未向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撤销信
息资料，部分商业汇票承兑缺乏真实交易关系；
通标准的人民币；
5.通过“一户通”扣划的预算收入款项未按规定使
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核算；
6.未经授权查询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
7.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单位：恒丰银行杭州分行
金额：60 万元
●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原因：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2004 修正）》关于
金融统计资料报送的规定
单位：恒丰银行蓬莱支行
金额：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