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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2014年 8月 8日我厅依法颁发了如下《融资性担
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海南泰林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原先持有的第 00056510号《融资性
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予以收回。

现予通告
联系人：吴先生 邮政编码：570105

海南省财政厅
2014年8月25日

颁发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通告

机构
名称

业务范围
机构
编码

证书
编号

有效
期限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
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兼营诉讼保
全担保，投标担保、预
付款担保、工程履约
担保、尾付款如约偿
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
务，与担保业务有关
的融资咨询、财务顾
问等中介服务，以自
有资金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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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办公电脑和工作站设备项目向社

会公开招标。报名单位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和

一定的经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请符合条

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4年 9月2日到我单位

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

件）、原厂项目授权复印件。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66810802；13807591790

办公地点变更公告
我公司已于2014年8月21日搬迁，办公地点由海

口市秀英永万工业开发区港澳工业大厦 1-6层变更为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特

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4年8月25日

万宁市人民检察院的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和业
务技术用房扩建项目，于2014-08-22 日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鑫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吴川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 08月 25日至 2014年 08月 27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万宁市纪委监察局投诉，
投诉电话:0898-62223310。

中标公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
行区E0101和E0301地块局部调整的公示

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E0101和E0301地块局部调整方案已
编制完成，用地位于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医疗养生组团南部，
调整范围为E0101和E0301地块内的部分用地。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2014年8月25日至9月 23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
（网址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
海市规划建设局大楼一楼展厅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
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国贸城市花园小区项目东区规划核实公示
海南泰日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国贸城市花园小区”

项目（原名“秀英花园小区”），位于秀英村军区司令部西侧，属停缓
建工程项目。该项目东区已竣工，现向我局申报规划核实。因该项
目配套的游泳池由北区调整至东区建设，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8月25日至9月5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金宇路27号海口市规划局龙华分
局，邮编570203。（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6768624，联系人：杜长胜、麦浪煌。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8月25日

“钱紧”“钱贵”一直困扰着急需融
资的众多中小企业。尽管中央三令五
申要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但在
实际操作中，话语权较弱的中小企业仍
不得不面临“得不到”和“价格高”两层
资金难题。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贷款资金的“雁
过拔毛”，导致了实体经济用钱的“既贵
又难”。那么，“借钱成本”究竟有多高？

贷款利率节节攀升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财务总监田延
平向记者介绍，该公司的贷款成本从去
年的6％至6.6％突然上涨到了现在的
8％左右。“估计我们今年新增加的利息
要占到去年公司净利润的10％，也就是
说今年仅资金成本就要吃掉公司10％
的利润。”

田延平说他的公司每年融资总额
大约在20亿元，渠道包括银行信贷、短
融券、债券等，其中银行贷款超过
40％。“今年以来，我们的贷款成本突然
上浮了30％，公司去年支付的利息为
9000万元，今年预计在1.2亿元至1.5
亿元之间。”

“贷款利率一直在上浮走高，年化

利率12％已经很普遍，企业资金压力很
大，今年感觉日子更难过。”浙江一家中
型服装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这一现象
在中小企业中很普遍。

想贷款需要先存款

此外，“雁过拔毛”的现象更为普
遍。如担保费、咨询费等各类“买路钱”
都加大了中小企业贷款成本。

一位中小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还给
记者算了一笔细账：该公司本年度向某
银行申请了一笔800万元的贷款，“由
于采取的是抵押贷款方式，所以先让专
业担保公司‘剥’了2％，即16万元；在
申请授信时，客户经理通知我，现在贷
款额度紧张，要贷800万元，需要先给
银行提供800万元的存款。也就是说，
我需要先从别的渠道临时借800万元
存进银行，然后银行把这笔存款转换成
承兑汇票，我再付4.8％的贴现费用将
它赎回再还临时借款。经过一番讨价
还价，最终银行给我们打了5折，贷800
万元，存 400 万元，贴现费用 19.2 万
元。所幸，授信额度好歹是下来了，贷
款利率12％，年利息96万元。后来银
行告诉我，我们的融资成本已经算很低

的了。”算了算账，也就是说，中小企业
要想从银行贷出一元钱，至少需要付出
0.16元，甚至更高。

河北一家中型建材企业借款总额
1.5亿元，借款利率每年12％，理论上应
年还利息1800万元。但该公司董事长
杨某说，“加上各类委托中介费用，平均
每年要还息3300余万元，成本几乎翻
番。”

杨某告诉记者，目前中小企业融资
依然以抵押贷款为主，没有抵押物基本
上难以贷款。因此，银行一般会要求他
的企业找担保公司担保才能贷到款，动
辄2－5％的担保费用使本已不堪重负
的企业更加“举步维艰”。

隐性收费成“潜规则”

此外，记者采访发现，中小企业在
申请贷款过程中，被迫缴纳咨询费、购
买理财等情况比比皆是。与贷款挂钩
的隐性收费，更成为行业公开的“潜规
则”。从固定存款、理财、办理信用卡、
工资开户等，向银行申请贷款有附加条
件的情况十分普遍。

青岛市一家年出口额超过2000万
美元的外贸企业老总抱怨说，由于企业

规模不大，到银行申请贷款时总被刁
难。“我们公司每年的贷款额在500万
元到600万元，都会被要求缴纳各种名
目的财务费用，每年的叫法还都不一
样。2011年叫‘咨询费’，大概交了10
万元；2012年由于我们还款记录良
好，只缴纳了5万元的‘顾问费’，其
实银行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咨询
或顾问服务，只是巧立明目收钱
而已，不交就不给授信。2013年
我们申请了一笔600万元的贷
款，但实际到账只有540万元，剩
下60万元以购买理财的形式被
截留了。”这位负责人无奈地表
示，即便缴纳了各类“买路钱”，该
公司三年来“从没有拿满授信额
度。借款利率名义上是每年12％，
但要缴纳的各种费用还要将资金成
本提升5－10％。”

“目前上海地区小企业和个人经营
性贷款利率达18％。”交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连平说，另外代销费、咨询费、顾
问费等各环节手续费还有3％，且要求
当月起还本付息，最终利率远高于
20％。

记者郑钧天 杜放
（新华社上海8月24日电）

中小企业融资贵“买路”费用推高借钱成本

借一元钱要付一毛六分钱

今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密集
发文要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布，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清理整顿银行业金
融机构不合理收费精神，发改委价监局
继召集中农工建等5家银行后，再度召
集交通、招商等15家商业银行，督促取
消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服务内容
的收费。

据介绍，目前累计已有20家商业
银行总行均已下发落实文件，采取一
系列措施规范服务收费，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

某国有行财务费用逾百种

而据工农中建四大行2013年年报
计算，包括财务顾问费、多种手续费在
内，去年仅四大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总
计达3900亿元。

发改委介绍，从已出台规范措施来

看，仅四大行一年就将减轻企业负担
370亿至390亿元。

记者走访上海、北京多家商业银
行了解到，目前对企业贷款收费种类
繁多，名目各异：在小微企业贷款办理
方面，中国银行此前设置了受托管理
贷款及转让服务费、公司金融风险承
担费等；在担保、评估、登记方面，招商
银行等还设有代付同业手续费、现金
管理增值服务费等。

从年报看，某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
贷款“财务费用”就不下百种。其销售的
一款信托贷款合同显示，放贷两年期10
亿元，固定管理费和托管费合逾5000万
元。这表明在利息外，又增加年2.8％的
财务成本，较基准利率年上浮约三成。

融资需改变银行独大格局

“从根本上讲，融资贵是银行一家独
大、融资渠道窄造成的。”上海一家商业
银行人士说。

查阅各国央行数据显示，在发达
经济体，银行、债券、股市、私募占据
的社会融资规模均较可观，直接融资
与间接融资基本均衡。但在我国，超
过一半的社会资金由银行贷款供给，
经过信托等“通道”放贷的银行资金占
比也很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
监管要求也需要适应利率市场化形势，
如形成差异化存贷比等考核机制。从长
远看，仍需借助市场化手段，改变银行业
一家独大的金融格局，丰富企业的融资
渠道。

浦发银行中小企业经营中心总经
理严红霞认为，税收审计、工商注册登
记方面也应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比
如，目前放贷要求中小企业提供财务
报表，使很多中小企业新增审计费
用。由于担保、评估市场不规范，相关
费用也居高不下。

记者 杜放、郑钧天
（新华社上海8月24日电）

20家银行下发涉企收费限令

四大行一年可为企业减负370亿元

新华社长沙8月24日专电 针对网络曝光的湖
南永州法官“借断案夺妻占财”一事，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日前发布通报称，涉事法官周新华行为已构
成违纪，被开除党籍并调离法院。

今年7月，网络曝光：2008年，湖南省永州市冷
水滩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周新华在审理一起离婚官
司时，将一套房子、一块土地判给女方，而男方成某
某获得的只有债权和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案后不久，周新华又调至冷水滩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并于2011年 5月与成某某前妻结婚。
2011年7月，成某某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通过代
理人向前妻支付了20万元。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经调查，此案二审判
决生效后，周新华作为这一离婚纠纷案一审阶段的
承办法官，在调入执行局工作并与成某某前妻结婚
后仍积极参与案件执行，应当回避而不回避，造成恶
劣影响，其行为已构成违纪，且情节较重。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决定给予周新华开除
党籍处分。冷水滩区人大常委会已于8月22日撤
销周新华的审判员职务。冷水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已将周新华调离法院。

“借断案夺妻占财”
法官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武汉8月24日专电（记者冯国栋）武汉
市公安局日前组织1300多名警力，开展今年来最大
规模治安盘查集中行动。在盘查中，一毒贩竟将1
万元撒在地上，企图行贿，最终被民警抓获。

在岱山公安检查站，一辆驶出市区的黑色轿车
被民警引导进入盘查区接受检查。一名40多岁的
男司机下车后，从荷包里掏出厚厚一摞钱（约1万
元）撒在地上。民警杨火强见状，立即提醒该男子。
男子“哦”了一声，又若无其事地捡起了钱。

民警当着该男子的面打开旅行包，包内是3大包
用黄色塑胶袋包裹着的毒品麻果，共计1.8万颗。经初
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名叫李某，44岁。李某交待，这3
包毒品是受人之托，从武汉运往新洲区阳逻开发区。

毒贩竟在盘查现场
撒钱贿赂

据新华社香港8月24日电 香港铁路工会联合
会24日发表声明，表示高度关注港铁东铁线日前有犬
只误闯路轨被碾毙事故，对小狗丧生表示惋惜，同时
也希望社会大众热议保护动物的同时也应讨论如何
保障乘客安全及铁路有效运作。

20日早上，一只唐狗（又称土狗）出现在港铁上
水站铁轨上，港铁在接到报告后曾紧急停车并在车
站附近搜索，在没有任何发现下重新启动列车。后
来粉岭附近发现一具狗尸，怀疑是被期间驶经有关
路段的列车碾死。

事件激起数万香港市民联署要求港铁解释，数
百名市民先后来到港铁总部及上水站悼念唐狗，港
铁代表随后向公众道歉，并表示将成立专责小组彻
查事件，目前警方也正跟进事件。

列车碾死小狗
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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