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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pping industry is now experiencing rece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cycle, small to medium scale
shipping companies find it hard to finance in the market and large scale shipping companies
should also consider how to make it through by reconstructing during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shipping companies establishing mutual
survival alliance to act supply chain finance. The article further proposes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problems that may occur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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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航运业处于行业发展周期的低谷，中小航运企业存在融资难问题，大型航运企业存在如何转型发展
度过难关问题。文章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航运企业通过建立共生联盟进行供应链共生融资的可行
性，并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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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几年，航运价格起伏较大，基本呈现出下行趋势，航运业的投资回报率也持续走低，导致银行
对航运业“惜贷”现象更加突出。与航运强国相比，我国对航运业的经济支持力度有限。目前，在航运
业深陷泥潭的情况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如何完善融资政策，相关航运企业如何创新融资模式，成为不
少航运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供应链共生融资是近几年新兴起的一种融资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必
须需要航运企业担保或者需要资产抵押的限制，不但能够解决中小航运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也成为大
型航运企业转型发展的“利器”。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供应链共生融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及前景。

2. 供应链共生融资简介
2.1. 供应链共生金融理论基础
供应链金融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银行业务，它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供应链共生融资是在供应链金融的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的新型融资模式。共生理论是由德国生物学家
德贝里于 1879 年提出的，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目前共生理
论已经完全突破了生物学的范畴，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的研究属于金融共生。金融
共生是指规模和性质各异的金融组织之间、金融组织与各种企业之间、金融组织与区域经济之间在同一
共生环境中通过交互式作用实现和谐发展，达到包括金融组织在内的整个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
达到了区域金融生态平衡。金融共生系统包括三大要素，即金融共生单元 1、金融共生模式 2 和金融共生
环境 3。
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通过供应链金融解决融资问题，其关键是它能够与供应链上的大型企业建立稳
固的分工合作关系，由于大企业的市场地位，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1]。这是由于
这些企业与大型企业形成了共生关系，供应链金融才能够成功。因此共生关系是供应链金融机制发挥作
用的关键因素。

2.2. 航运业供应链共生融资实质
整体上看，供应链共生金融的实质是实现了价值链到信誉链的延伸。价值链是指在某个产业内各个
1

金融共生单元是构成金融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金融共生的基本物质条件，包括各种不同规模和
体制的资金供给者如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等；也包括各种资金的需求者如企业、自然人等。
2
金融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它反映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社会经济利益体之间的物质、
信息和能量关系，通过共生模式，各金融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产生共生效益。
3
金融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即是金融生态环境。共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共生系统所处在的经济
法律环境、基础设施，也包括社会人文传统、国际环境等，因此对于金融共生环境的分析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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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各种活动的集合。航运业的价值链表现为船舶的建造、航运企业购买船舶、货代的揽货订舱、航运
企业的运输、贸易企业的货物买卖等一系列活动的组合。为了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链条上的每个
企业都需要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参与价值链中某个环节的某种活动，从而确立自身优势，实现整个
价值链竞争力的提升。利用价值链的思想，实现了整个链条的整合，使链条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达到最
佳，协同效应明显，大小企业均能获益，达到多赢的目的。在供应链共生系统中，链条上各个企业间形
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通过共生界面来交换能量，这些能量中包含了大企业的信誉，由于处于同一
共生系统中，中小企业由此进入了大企业的“信誉链”，从而为供应链共生融资提供了保障。基于价值
链、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的信誉链，是企业集群内部大小企业间达到共生模式的高级形态，也是供
应链共生融资起作用的根本动因与保障。

2.3. 航运企业供应链共生融资体系的构建
航运企业传统的融资体系中，银行是分别对待航运供应链上下游的各个企业，没有把其看成一个整
体看待，而是分别授信、分别管理。由于没有采用供应链的思路，导致供应链上的中小航运企业由于风
险太大，很难获得贷款。而航运业供应链共生融资是依托实力强大的核心企业，将整个供应链看作一个
统一的整体，针对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来提供金融服务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具体而
言，银行根据以某个大型航运企业为核心，将其上游(货主)、下游(买家)构造为一个供应链系统，然后银
行评估整个供应链系统的信用状况，如果信用状况良好，银行将对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银行
之所以能够放心贷款，主要是看中了整个供应链的良好信用等级，而不是仅考察某个中小企业。其成功
的关键在于，通过共生信誉链的构建，使核心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流、资金流、
物流、商流的四流合一，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了银行风控水平，实现了整个共生系统共生共赢
的目标。

3. 我国航运企业供应链共生融资可能性分析
航运供应链共生融资就是在船厂、航运企业、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建立的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
系，通过战略互惠共生，达到降低信用风险，实现提升供应链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的目的。

3.1. 通过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可以有效化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风险
在航运供应链共生融资系统中，将航运企业放在整个供应链中加以通盘考量，链条上企业之间信息
相对透明，可以相对容易获得这些信息，从而降低了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的风险得以大大
下降，银行的信贷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3.2. 通过供应链共生系统，银行可以改变传统的信用评级模式
在传统的融资模式下，银行对对航运企业的信用评级主要考虑企业的规模、固定资产拥有情况、担
保方式等等指标，而在供应链共生系统中，银行更加关注供应链的整体实力和信用水平转而关注企业的
单笔贸易真实背景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实力、信用水平以及每笔交易的真实性，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更
多的航运企业能够进入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从而获得贷款支持。

3.3. 商业银行创新动力充足
目前，由于传统产业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导致商业银行也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因此商业银行也
迫切需要创新融资模式，而供应链共生融资就属于风险相对较低的融资创新模式。当前各家商业银行已
认识到供应共生链融资发展的广阔前景，纷纷推出针对各行各业的供应链共生融资产品，供应链共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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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为航运企业利用其融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2]。

4. 航运企业利用供应链共生融资面临问题分析
供应链共生融资将是未来中小航运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也是大型航运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突破口，
但我国航运企业在开展供应链共生融资过程中，还将面临如下问题和挑战。

4.1. 供应链共生风险加大
供应链共生融资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供应链整体管理程度整个链条的信用实力，因此随着融资主体
向链条的上下游延伸，风险也会相应扩散。这些风险主要包括行业风险、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行业风
险是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所导致，属于系统风险；经营风险是供应链上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所产生的风险，
它将直接降低贷款主体的还债能力；信用风险主要是衡量航运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还款意愿[3]。当然还存
在合同履约风险，这很多是由于合同本身在签订时就存在缺陷所致；还存在一定的合作风险，供应链上
的企业存在中共生关系，由于利益分配等问题，容易产生利益分歧。
在供应链共生融资实践中，如果供应链上的某一共生成员融资违约事件，很容易迅速地蔓延到整条
供应链。在这过程中，核心企业所受影响最大，当然如果融资成功，核心企业也是最大的受益方。

4.2. 供应链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
供应链共生融资成功的基本保障是整个供应链链条的信用水平高，这就要求在供应链共生系统的内
部建立起完整的信用体系。显然，国内的信用体系不完善，整个社会的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供应
链共生系统更是缺乏建立信用体系的经验。相对而言，国外的供应链共生系统的信用体系相对完善，如
UPS 开展供应链共生融资拥有了丰富的经验。UPS 作为一家物流企业，为了扩大其业务，UPS 决定以金
融为纽带扩大其业务规模。UPS 首先通过收购方式成立了一家自己的银行，该银行通过对 UPS 的上下游
客户进行融资，之所以能够放款，主要是该银行通过 UPS 为核心，构建了供应链系统，由于核心企业对
上下游客户非常熟悉，而且客户的货物由 UPS 承运，相当于货物抵押，因此通过供应链共生方式融资的
风险非常小，同时 UPS 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使整个链条的信用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
中国的航运企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路要走。

5. 相关建议
5.1. 构建优质供应链共生联盟
不管是大型航运企业还是小型航运企业都要选择优质供应链共生伙伴以构建信用水平高的优质供应
链。在选择共生合作伙伴时需要选择在行业内知名度高且与银行有较好工作基础的相关企业，这样有利
于建立良好的供应链共生系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4]。在具体操作时，需要对合作伙伴进行全面调查，
如查看近几年的交易记录，调阅近几年的财务报告，并且需要法人出具个人的信用报告等等。对于评估
不合格的企业，坚决淘汰，为从价值链到信誉链的升华奠定良好的基础。

5.2. 充分发挥共生系统的信誉链作用
供应链共生系统上的相关企业，应充分借助共生系统中核心企业的实力与信誉，充分向外辐射扩散，
使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上下游企业均能整体获得金融机构乃至行业与社会的认可[5]。尤其是大型航运企
业可以利用供应链共生系统与银行合作广泛开展融资服务，从上下游客户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服务，并提供咨询管理、营销、结算、物流配送服务等一系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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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立供应链共生系统信用体系
建立信誉体制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共生系统的信用水平。为此需要供应链共生系统中的核心企业建
立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只有通过评估的企业才能够进入到供应链共生系统中。为了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需要重构供应链共生系统的信息体系，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合一。
完善的信息披露通道成为供应链共生系统中相关企业间建立信誉体制的有效保证，也是核心企业与
其他经济主体建立利益共同体的首要条件[6]。因此，要求企业，尤其是中小航运企业尽快完善财务信息
管理体系，重视财务报告的真实有效性，并尽量做到供应链共生系统公司间信息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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