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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银团贷款处理模式可能正在对银行应对快节奏行业
增长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的努力形成阻碍。 

银团贷款市场的现状是“大企业垄断”——全球银团贷款的
50％由10大银行进行管理，如摩根大通、美银美林、花
旗、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 

受益于经济上行以及国内市场上企业融资需求的不断增加
，本土银行的相应业务也在不断增长。在亚洲，从未来的
东盟经济共同体2020年的金融和银行业一体化可看出，
大型的本土银行均已采取措施，在各地区建立海外分行，
以支持其客户的业务增长。 

与此同时，养老基金、资产管理人、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
融机构也纷纷加快步伐，在银行因化解资产负债表风险并
对后危机时代的《巴塞尔协议III》做出回应而退出银团贷
款时填补空白。 

银团贷款中面临的逆风 

如摩根大通
美银美林
花旗
德意志银行
巴克莱银行等

全球银团贷款的50％
由10大银行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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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银团贷款的业务增长仍然受手工流程的束缚。银行自建系统无
法针对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审计、合规和销售）及外部利益相关者
（客户和监管机构）的需求提供充分支持。 

这些挑战的大部分是由这项业务的性质所决定的。银团贷款的结构通
常极其复杂，有时有多达数百个借款人和贷款人参与同一个项目。

贷款人购买和出售贷款的二级市场变得越发复杂.，但贷款人仍然需要
借助人力——通过传真方式——与多个代理行联系来处理多笔不同
的贷款。 

银团贷款操作效率低下，也使得借款人、贷款人与贷款代理行之间头
寸核对变得困难起来。当代理行登记的贷款承诺余额记录与贷款人记
录不符时，也可能发生头寸差错（Position Breaks）。同时，如果银
行仅依靠手工流程，也可能难以应对不同市场的不同监管要求。

因此，由于执行这些更复杂的交易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银行可
能错失更大和更高收益的银团交易。 

银团贷款仍然采用
手工处理模式



Oracle 金融服务的观点 - 释放银团贷款的活力   4

虽然美国市场出于对特朗普当局更宽松金融监管政策
的预期而有所反弹，但事关反洗钱和网络安全的监管
压力不太可能得到缓解。随着本届政府的变化及其影
响日渐突出，行业观察家们预计会出现更多地使用制
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而这则为贷款人在评估新交易
和投资时增加一层复杂性。 

税收改革建议也将对高杠杆企业的债务负担审查及资
金结构的重估造成影响，因为新立法可能会减少可抵
扣税款的利息费用。 

与此同时，贷款人也要开始适应英国脱欧对银团贷款
市场运营的影响。大型欧洲蓝筹企业的跨多管辖区域
贷款安排将受到平行或重叠监管制度的特殊影响。 

贷款人还需应对
政局变化



区块链或分散存储账本的技术有利于加快从贷款审批到还款
完毕的银团贷款流程。通过促进实时结算和提供综合数据库
（Integrated database），区块链可使一级和二级市场的
借款人、代理行和资产管理人员获益。 

一项近期的发展也使区块链成为有力竞争者，即能让各方有
能力将交易细节纳入分散存储的账本，但同时又限制了这些
细节的透明度。这就使得在分散存储的账本上广播交易信息
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既允许所有人都能访问同样的数据
集，又确保只有交易的买卖双方才读取集中的交易细节。

受限于有限的用例，区块链在此方面的应用仍然需要进一步
观察。然而，其内在的开放式账本、分散式平台和综合中央
数据库概念为银行解决银团贷款安排中昂贵的手工流程提供
了现实可能性。 

基于区块链的解决
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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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需要19（或更多）个工作日的结算周期限制了银团
贷款市场的发展。这一方面占用了卖方的宝贵资金，另一方
面又使得买方承担了代价高昂的授信成本。 

因此，需要以应用系统为导向而不是从产品或流程出发来采
取措施，以确保银团贷款能和其他资产类别一样具有较短的
结算周期和更为高效的处理流程。 

相比其他资产类别，直通式处理一直是银团贷款所面临的挑
战，原因在于其合约密集的性质以及买方、卖方和代理银行
之间的大量的信息交互。 

减少结算周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风险、推动更有效的资金配
置、增加市场流动性并降低结算成本。 

直通式处理为贷款人释放了资金，包括银团成功组建前应拨
出监管资金的牵头行。若通过更快的结算降低头寸限制，则
交易柜台也可从事新的业务活动。 

虽然银团贷款市场在流程无纸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目前
的情况远非理想。投资于技术架构更现代的的银团贷款系统
，能为银行提供机会，以更无缝的方式与其他核心系统进行
互操作。从而缩短处理时间，让银行得以更集中精力处理大
型的、更复杂的贷款安排。 

释放银团贷款的压力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oracle.com/corporatebanking/cn



释放银团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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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团贷款技术，银行可减少： 益处 :

多个系统形成的的信息孤岛

贷款业务的处理时间 实时查看并核对贷款头寸，
降低了银团贷款流程的风险

因人工处理和手工输入产生的错误

错误信息流在多个相当方之间扩散

处理不同国家和币种业务所需的系统

提高操作透明度和货币/国家/行业风险
暴露的可视度

提高资本分配效率

提高执行速度

直通式处理流程，不会出现错误

改善报告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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