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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loan risk, most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will not directly lend 

to SMES. A supply chain on the 80% of the enterprises ar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an find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downstream, the special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echanism and jointly create a bear the risk, using this mode of financing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of enterprise Y applica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od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financing and profitability, confirmed the mode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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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出于对贷款风险的考虑，商业银行大多不会直接给予中小企业贷款。而一条供应链

上8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在上下游中寻找利益相干者，并与它们共同创建一

种承当风险的特殊机制——供应链融资，运用这种融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融资难题。本文重

点分析了供应链融资对Y 企业的适用性与其供应链融资实施模式，通过比较该企业实施供应

链融资前后的获利能力，证实了供应链融资模式是缓解Y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 

1．引言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占注册企业总量的99%，GDP贡献率达到60%，为城

镇居民提供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

说，可在上下游中寻找利益相干者，与这些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从而运用供应链融资模

式解决融资问题。通过这类方法可以使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得以解决，还能令银行和企业的

联系更加密切，达成互利共赢的状态。更能加强整条供应链上的企业合作，使得供应链上各

个企业的交易和资金流动形成一种协同作用，从而使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飞速发展。 

2．文献综述 

    供应链融资在国内外研究较为广泛，研究方向涉及了对于概念的研究和对于实战的研究，

从企业的方面来看，一般都称之为供应链融资；从银行方面来看，一般称之为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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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供应链融资的相关概念以及供应链融资的运作模式两个方面来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归纳

和梳理： 

2.1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供应链融资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这方面的科研成果丰富。供应链融

资定义方面有Pffaf(2004)认为订单周期管理,包括涉及订单、记账、支付过程和IT系统的活动,

是供应链金融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类对供应链金融的定义，比较强调生态圈建立对财务和

资金的优化Michael Lamoureux(2008),他认为优化资金的可获性、降低企业生产销售成本的过

程就是供应链融资。   

    供应链融资模式方面,Mickael Comelli(2008)表示在面对中小企业财务现金流困境时,可以

把融资过程和生产经营链接起来,运用企业存货作为质押物来融资,以此来减轻企业的现金流

压力，从而使现金和存货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2.2国内研究综述 

供应链概念方面：毕家新(2010)对供应链融资项目的孕育前提、源头、以及理论体系进

行了剖析，从而发表了供应链融资的理论基础就是结构性融资的观点；庄晋财（2011）等人

则从物流公司角度出发，对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进行了探讨，将供应链融资分为两大类：一

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品供应链融资，二是以物流为主导的物流供应链融资。 

供应链模式方面：李善良（2012）、窦亚序(2013)等主要分析供应链金融常见的运作模式

和各个中小企业怎样从自身特点出发，设计出顺应自身发展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从而达到实现

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和谐共进的局面；徐欣(2012)研究了由两种不同主体提供的供应链融

资模式:一是物流公司通过产业资本的主干地位进行融资，二是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的主干地

位来进行的融资。 

3.供应链融资相关概念 

3.1供应链概念 

    供应链的观念是由波特所发表的价值链观点而得出的。我国的《物流术语》认为，供应

链是在转换过程中，将产品或服务从多方面、全方位的提供给用户的上游和下游企业，从而

形成的网状结构。供应链从最初的供方开始,不断通过“供”、“需”两种关系来回转换,形成

首尾相连的长链，将服务连接起来，并通过物流、信息与资金的相互关联，进行同步发展。

供应链的网链结构如图1所示： 

 
 图1.供应链网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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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供应链融资原理 

    供应链融资是由金融机构作为纽带，将企业的整个产业链连接成一个整体，依据该产业

链上的各个企业间的联系，对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关于融资方面的服务。具体而言，供应链

融资要以中枢企业为基础，向中枢企业进行上下游方向的拓展，把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规

入供应链融资业务中。一方面可以将中枢企业信用进行全方位的延伸，为上下游信用力不高

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誉保障，为其继续发展提供融资条件；另一方面，供应链融资为整个供应

链上的企业发展创建了广阔的平台，以便于企业间的长期共赢的合作，为供应链上的企业部

门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帮助。 

4 .Y企业供应链融资案例 

4.1 Y企业背景及融资现状 

    Y企业成立时间为1995年，经营地址位于广东省某二线城市，在职员工245人。Y企业是

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燃气电子零件供应商。现Y企业决定自主研发适应

高温光电磁阀，争取开拓新的应用市场，因此，该Y企业日前急需进行大量的融资来支持下

一步战略发展。 

Y企业在2015年仅向银行以市场利率贷款180万元，这对于Y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来说，

金额远远不能与Y企业的资产和销售收入相匹配，而且这种小额贷款的状况可能还会保持一

段时间不会改变，所以通过传统方式向银行贷款不能成为Y企业的首选，而Y企业为了能够融

到资金扩大生产，必须采用其他的方式。此时Y企业的融资与经营流程见图2所示： 
 

 

 

 

 

 

 

 

 

 

 

 

4.2供应链融资业务的介入分析 

    供应链融资的关键就是在于在整个供应链之中存在一个拥有银行信任的有实力的核心企

业。根据Y公司各类信息，分析产业链上下游的交易情况查看是否有实施供应链融资的可能性。 

4.2.1企业上游供货渠道分析 

  Y 企业上游供货企业主要有：博罗县信隆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湛江市天隆机电有限公司

等见表1，Y企业与上游客户结算周期一般为3-6个月，交易结算方式多为转账，少部分银承。

由于上游企业并没有过多的选择，Y企业在采购上并没有太强的议价能力，所以Y企业采用了

比较价格选择合适价格的企业进行采购，这就使得Y企业在铝阀等原材料上没有稳定的供应

商，而不同生产商提供的原材料质量不同，这就使得Y企业在生产时控制生产质量上难度大，

不利于企业的生产发展。 

图2.Y企业融资经营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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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Y企业主要上游供货商 

客户名称 
合作时间 

（年） 
采购品种 

去年采购量(万

元) 

预计本年采

购金额（万

元） 

结算方式 赊销账期 

博罗县信隆电工材

料有限公司 
10 漆包线 931 1100 电汇 60-120天 

湛江市天隆机电有

限公司 
10 铝阀体 865 1000 

电汇、银行

承兑汇票 
90-180天 

廉江市翌普电气有

限公司 
7 冲压、电胶 811 800 电汇 60-120天 

湛江市恒益工贸有

限公司 
18 铝阀体 451 500 电汇 120-180天 

其他  其他 3316 3300   

合计   6374 6700   

4.2.2企业下游供货渠道分析 

    Y 企业下游销售渠道主要2种：一方面在国内布局销售网络，来为国内的下游企业提供配

套产品供应；另一方面远销海外，出口东南亚、台湾燃气用具及电子配件货物，Y公司售终端

分散全国各地，其余销售端具体见表2。 
     表2.Y企业主要下游客户                                 

客户名称 
合作

时间 
销售产品 

2015年销售

量(万元) 

2016年销售金额

（万元） 
结算方式 赊销账期 

青岛海达瑞采购服

务有限公司 
9 比例阀 2691 4000 

电汇、承兑

汇票 
6-9个月 

樱花卫厨（中国）股

份有限公司 
17 比例阀 1225 1500 

电汇、承兑

汇票 
6-9个月 

台湾樱花股份有限

公司 
18 

比例阀、

水阀 
818 900 

电汇、承兑

汇票 
5-7个月 

广东诺科冷暖设备

有限公司 
15 比例阀 603 700 承兑汇票 6-9个月 

其他  
比例阀、

水阀等 
1996 1000   

合计   7333 8100   

    综上可知，Y企业尽管本身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不强，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但是在Y

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中，Y企业的下游企业都拥有较强的实力，能够成为可以获取银行信任的核

心企业，这就使得供应链融资的开展有了基础，同时，对于整个供应链的发展来说，处在中

间的Y企业能够从供应链贷款中获得资金进行扩张发展，对于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也是有推动作

用的，所以Y企业应该在自身条件下，根据自身财务情况开展供应链贷款。 

4.3 Y企业供应链融资方案实施内容 

结合现有企业的应收帐款情况及付款方式，为Y企业作如下综合供应链融资方案： 

    一是开展存货质押业务，在有担保企业进行担保的前提下，缴纳 30%的保证金以办理50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由此，实现银企双方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需要注意的是银行

需确认 Y 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并确保企业已经足额缴纳了保证金。在上述

的必要条件得以确认后，才可以出具 6 个月期至的 500 万银行承兑汇票，其中银行承兑汇

票具有可循环性。 

   二是开展国内保理业务，这是应收账款融资的一种。针对下游买方客户限为青岛海达瑞采

购服务有限公司、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强势买家的6个月回笼应收帐款，办

理保理应收帐款质押业务，并在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办理登记，同时追加该公司股东

及各自配偶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对标的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所释的350万元的购销协议

保理，预付款金额要低于该企业转让的合格应收账款金额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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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Y 企业的信用敞口由原来的 200 万升级到了当前的 500 万，其业务开展流程图3

如下： 

 

 

 

 

4.4 实施供应链融资前后获利能力比较 

    开展供应链融资是公司经营策略的选择，这种策略的选择对于Y企业是否提高了其盈利能

力，需要通过具体的财务指标来反映。在这里选择运用主营业务利润率来作为参考指标，这

个指标不仅考察企业创造收入的能力，也考察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能力，同样数额的收入

创造更多的利润，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竞争力强，拥有更强的发展潜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利润÷营业收入×100%  

 2016时，Y企业从传统融资模式向供应链融资模式转变，主营业务利润率从17.7%提升到了

28.6%，这种盈利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供应链融资模式带来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是因为Y公

司因为供应链融资多得到了500万的信贷资金，同时也因为供应链融资本身提高了资金的效

率，两者产生的共同作用才是供应链融资模式真正的优势。 

    从财务角度来看，Y 企业全年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为2次，销售平均的获利水平为15%，一

年期贷款利率6%，存款利率3.5%。按原有融资方案企业获得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进行计算，

市场利率水平即 1 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40%的情况下，银行办理承兑汇票手续费按 0.05%收

取。 

   下为 Y 企业及商业银行的收入对比见表3、4： 

 
  表3.企业传统融资与供应链融资收入对比（万元） 

科目 传统方式贷款 供应链融资 

企业收入 105 155 

销售收入 1000 1500 

销售利润 150 225 

贷款利息 42 0 

保理费用 0 23.5 

承兑汇票费用 0 10.5 

 

表4.银行传统融资与供应链融资收入对比（万元） 
科目 传统方式贷款 供应链融资 

银行收入 42 42.75 

承兑汇票收入 1000 10.5 

保理业务收入 150 23.5 

企业存款沉淀收益 42 3.5 

承兑汇票保证金收益 0 5.25 

 5．研究结论 

综上可见，能从供应链融资模式中收益的不仅仅只是Y企业。首先，供应链融资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Y企业在生产扩张时遇到的资金压力，使得Y企业能够扩大规模，提高盈利能

力。从整个供应链来看，Y企业在开展供应链融资的时候，必然会先和上下游企业产生紧密合

作，同时随着这种融资的展开，这种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这种供应链内部的紧密型的提高，

图3. Y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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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供应链整体在应对风险时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最后就是银行本身也会受益，不仅在

于银行能够可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发放一笔贷款获得盈利，同时银行和供应链中的企业都

建立的关系，这在之后可能给银行带来更多业务，而且银行在对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把握上也

将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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