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我省
的金融环境受到了质疑。这其
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辽
宁自身的问题。这没有什么好
回避的，关键在于解题思路在
哪里？”面对问题,省信息研究
中心研究员姜健力直言不讳。

采访中，多家银行的工作
人员表示，由于近几年出现的
个别案例，导致金融机构对辽
宁企业提高了风险评级，限贷、
惜 贷 甚 至 抽 贷 的 情 况 都 曾 发
生，导致直接融资的审核变得
更严格，门槛更高，时间更长。

苛刻的条件让不少企业雪
上加霜。有了订单不敢接，好的
项目推不动。

那么，是不是辽宁的项目都
有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据我们了解，如今的金融
机构并不是在往下砍项目，相反

是苦于没有好项目。”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银行只有把钱贷出去才能
盈利，把钱留下来是没有意义
的。我们也不是不愿意投，只是
在考虑往哪儿投。”中国银行辽宁
省分行公司部副总经理张迪说。

“项目荒”并非个案。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辽宁分行战略客
户部副总经理党博表示，金融
机构希望能帮助更多企业，但
银行也需要降低风险。综观全
国各家银行的省级分行，民营
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业绩
都比较好，他们的共同特点就
是客户多元化，多元化的基础
就是优质项目要足够多。

从“垒大户”到“多元化”，在
整整一个月的采访中，记者发
现，好项目对于金融机构，就好
比融资对于企业，同样迫切。

4 月 9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银企鹊桥会在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7楼会议室召开。

一改往日银企对接多是企
业的人多、银行的人少，几个甚
至十几个企业围在一家金融机
构旁的场面，这次座谈是银行
的人多、企业的人少。每次只
有一个企业进行介绍，时间半
小时。不是企业代表到处发名
片，而是感兴趣的银行主动来
交流。

“您的项目什么时候投产？
现在是否已经有了意向客户？
企业如何进行结算？”来自建设
银行的代表，在听完辽宁诺科碳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旭升的
介绍后第一个提问。

“投产预计是在年底，具体
还要看资金链的情况。目前，我
们已经和几个大的央企研究院

达成协议，只要我们有产品，他
们就会成为第一批客户。我们
的产品基本上是定制的，因此采
用结算预付制。”常旭升的回答
言简意赅。

在座谈会后的两周时间内，
常旭升接到了四五家银行的意
向电话，相关申请材料也已经递
交银行领导。

“以前都是我们求着别人，
没想到这回还能有人主动找到
我们，感觉政府服务不仅更暖
了，也更准了。”常旭升表示。

“反着来。”把金融机构的
顾虑放在前面，让企业按要求

“填表”，一方面打消了银行的
顾虑，一方面规范了企业的发
展，给“好苗子”更多资源。一
个关联到“三方”的难题，也必
须由“三方”共同发力才能更好
地解决。

从垒大户到多元化，“三力齐发”反搭融资桥

银行的需求有哪些？无非
是项目要好、风险要小、第一还
款来源要稳。其实，辽宁的很多
项目都符合要求。

什 么 原 因 对 接 不 上 ？ 是
“信”字上出了问题。

首先，信息不对称。双方的
针尖总是对不上麦芒，特别是对
于一些新兴行业、细分行业。

“我们的员工，金融、财税等
专业毕业的比较多，对于一些工
业项目不熟悉，我们最害怕的就
是遇到‘链外企业’。”张迪表示。

所谓“链外”，指的是银行
内部的产业链条。每家银行都
有自己的业务认定体系，比如
石化行业、冶金行业、机床行业
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领域。而
碳纤维、沥青基等小众词语则
没有列入其中。

没有具体的规定，如何鉴
别项目的前景？不能确定的因
素越多，银行自然就会认为风
险因素增大，有时好项目就这
样与融资失之交臂了。

其次，信心不足。很多高技
术企业，轻资产、成立时间短、产
品新奇，没有固定抵押，之前的业
绩也不够好，也正因如此，急需

“添把火”，但又没有可以拿来衡
量的砝码，也容易被拒之门外。

第三，信用不足。企业为了
取悦银行，故意隐瞒了一些过往，
哪怕这些过往与本次项目并无关
系。还有一些企业往往是因为一
些专利技术而创建的，但是建设
初期财务管理不完善……诸如此
类的状况，都会造成银行对其信
用的担心，从而影响了项目本身
的前景判断。

说到底，这些都是“专业壁
垒”在制造障碍，揭开了“专业”
的神秘面纱，“好项目”才能如雨
后春笋一样，接连站起来。

“在座谈会上，还是有些企
业不太会介绍，一说到专业就容
易陷入技术之中，反复解释，有
时越解释我们听起来越迷茫。
这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工作
人员就会马上补充说明。他们
的介绍，往往能在我们的兴趣
上。”张迪表示。

“ 迈 格 钠 的 主 要 产 品 是
‘永磁’，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
拥有该项技术专利的企业。”
来 自 鞍 山 的 迈 格 钠 磁 动 力 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格
钠”）总经理吴正波在向银行
代 表 介 绍 自 己 的 产 品 时 说 ，

“永磁材料可以让机器之间零

接触，实现隔空传递，能让机
组节能 45%。”吴正波尽可能通
俗地介绍着，但在场很多人的
表情依旧充满疑惑。

“永磁”是一个冷门词汇，介
绍起来有些困难。由于屡碰“专
业壁垒”，迈格钠的贷款之路也
颇为曲折。

“其实，这是一家非常有前
景的企业，可以说未来的 3 年时
间里，它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随之，它需要建新厂、搞研发，需
要很强大的资金支持。而且，这
家企业是省、市都十分重视的企
业，是我们特意引回来的。这些
都是企业融资的筹码，企业自己
说，别人不信，需要一个权威的

‘背书’，政府就是最好的人选。”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打破专业壁垒，让好项目“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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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设不良项目“黑
名单”，可以起到广泛的
警示作用。那么，好项
目如何广而告之呢？“白

名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特别是
在金融领域。

我省首个“三方联动”试点名
单，就是这样一张为优质工业项目
融资专设的“白名单”。

“三方联动”是国家工信部破
解工业企业融资难题的一次大胆
尝试，是部、省、银行跨区域、跨部
门合作的一次创新——国家、省、
市三级工信部门精心挑选一批符
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能够引领辽
宁未来3年至5年产业发展方向
的、企业运营状况良好，还款来源
稳定的优质项目；政府搭桥与各级
金融机构精准联动，最终让急需资
金支持、发展后劲十足的企业得到
“活水”滋养。目前，我省已有110
个高质量发展工业项目入选其中。

既然是好项目，为什么还会出
现贷款难？

一张“白名单”怎样打破专业
壁垒？怎么叩开银团大门？如何
凝聚多方力量？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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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辽宁宝来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化工”）综合管
理部部长吴军一天都没休息。

“整个项目的排水工程已经全部结
束，马上进入设备安装关键时期。全公
司已进入‘战备’状态，确保年底前投
产。”吴军说。

从立项到投产，26 个月，这对于一
个大型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来说，可谓是
一个奇迹。

“我们抢的就是时间，早一天投产，
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项目的
收益黄金期就那么几年，我们等不起。”
宝来化工融资负责人王玉刚表示。

设备安装的关键期，也是“用钱的高
峰期”，资金的缺口高达 120 亿元，如果
这个时候资金链连接不畅，那么对项目
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但是，王玉刚显然
心里很有底。

“如今有70多亿元的融资申请已经
批复了，还有几家银行的资金也进入最
后审批程序，另外几家银行正在主动与
我们对接。”王玉刚表示。

120亿元，不到一年基本到位，和宝
来化工大型轻烃综合利用项目进入高质
量发展工业项目名单密不可分。

与以往自己联系银行直接融资不
同，这次是银行主动找到了宝来化工，有
这样待遇的企业在全省还有100多家。

是什么让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位置调
了个个儿？是什么让银行对辽金融思路
转变了？

“我们总是在谈企业的需求，其实
银行也有苦衷，从金融机构的需求出
发，反过来解决企业难题，形成双赢，我
们一直在尝试。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企
业、服务银行，促进辽宁营商环境、金融
环境的改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银企隔山相望难越壁垒，政府巧搭鹊桥破解难题

三方联动 让金融活水滋养工业好田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文并摄

新企业需要支持，大项目更需要支持。然
而，双方的需求又不太一样。小企业的资金需
求有限，往往一家银行就能承担，而大项目则不
同，动辄百亿的资金往往很难有金融机构能独
自一口吃个胖子。

“大项目往往由比较成熟的企业承担，这些
企业在信用、报表、资产等方面的条件要好一
些，但是大额资金风险大，依旧会成为我们的顾
虑。”党博表示。

“在南方一些省份，超过两亿元的贷款，基
本就要由几家银行来共同承担了。这种模式很
成熟，我们也应该多采用。”张迪表示。

银团时代来了。
组建银团，优势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
但是，组建银团也并不容易。张迪近期参

加了某央企的一个银团招标项目。企业给出
的合作条款就多达 3 页 A4 纸。最终，4 家银行
脱颖而出，这 4 家银行又坐下来协商具体细
节，条款多如牛毛。如果这是一个民营企业，
或者规模小一些的企业，想要让多家银行排排
坐就更难了。银行想要合作，企业也需要合
作，那么如何减少中间环节？“白名单”的作用
再次凸显。

4 月 18 日，王玉刚接待完广发银行代表
的来访，这次大型轻烃综合利用项目的银团
可能会有一名新成员。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
申请，到今年 5 月第一笔资金即将到位，宝来
化工打了一场漂亮的融资战。“我们入选了省
里 110 个高质量发展工业项目名单，有了省
政府相关部门帮忙协调，融资顺利了很多。”
王玉刚说。

“我们是第一家完成流程的宝来银团成
员，目前的金额为 33 亿元。这次融资之所以
很顺利，与政府的背书和牵线密不可分。其
实，银行对政府推荐十分信任，尤其是大项目，
要让大家坐在一起，要有一个权威召集人。”张
迪表示。

春天里的采访，让记者感受到了辽宁金融
环境的逐步转暖，但企业和银行更加期待“盛
夏”的来临。

很多企业家呼吁，希望政府帮忙牵线开展
与下游客户的租赁融资，丰富融资方式，不局
限于直接贷款。金融机构也希望相关部门在
信用方面做一些担保，哪怕额度很低也将成为
审批通过的重要条件。

“辽宁有很多好项目、好企业正在进入快
速发展期，我们愿意寻找更多方式为其服
务。这 110 个项目只是首批名单，未来还会
有第二批、第三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初
审会更严，将确保入选的企业、项目，一定是
优质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说。

企业、银行、政府，这是经济发展的“铁三
角”，要解决发展中的烦恼，也唯有三方聚力才
能找到出路。“白名单”只是方法之一，未来辽
宁将给出更多答案。

组建银团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迈格钠的永磁设备生产线。 宝来化工大型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

在三方联动银企对接会上，企业代表和银
行代表进行项目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