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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记者 郭志明

建立真正的“草根金融”机制

“借钱还不了，就拉去枪毙、就要判死刑，那中国有
多少人要判死刑。这样一来，银行就没有风险。政府解
决民间借贷问题的关键不是堵，而是要疏”。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席
李立新在与《中国企业报》记者谈到“吴英案”时坦言，
吴英案这件事情搞得比较大，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
但从企业的角度和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她这个人不应
该判死刑”。

杀了吴英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呢？我向你借钱，我还不了，可以以后慢慢
还。实在还不了，你可以抓我去坐牢，但到不了判处死
刑这个程度。如果借了钱还不了，就是要判死刑，那中
国有多少人要判死刑。银行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有不
良贷款就代表你还不了钱了，是不是就可以抓起来枪
毙掉？”李立新颇为不解地说，“吴英案搞的有点过。解
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拉出去枪毙，而是政府要疏与堵相
结合，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
长黄泽民在谈到吴英案时也认为，“判吴英死刑无疑是
量刑过重，杀了她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一个小女孩
能借到那么多资金是很有问题的，还钱遇到困难，一种
是偿还能力有问题，一种是诈骗，这是两个性质。”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规模高达万亿元以上。庞大的
民间借贷市场，却面临着没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没有相
应的准入门槛、没有合适的运营规范，极易造成民间借
贷无序发展，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让民间借贷阳光化

在谈到吴英案带来的一些启示时，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称，“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
范化，拿到地面上来。”毛光烈也坦言，“当前浙江的民
间资金已经积累到最好水平，但确实存在民间资金与
消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对于近年来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民间
借贷”问题，李立新认为，“关键是国家没有放开金融市
场。如果放开，银行就像超市一样，那么民间借贷的问
题就不会发生。”

要解决当前民间借贷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李立新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短期来看，为民营企业、中小
微企业提供融资的民间借贷在阳光化、规范化运作，就
跟银行借钱一样。”

就在今年两会上，针对吴英案造成的巨大社会影
响，李立新专门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规范
化管理制度的建议》。在提案中，李立新指出，“近年来，
民间投资并未获得充分平等的市场准入和完全公平的
服务待遇，存在着‘铁门’、‘弹簧门’、‘玻璃门’等现象，
建议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限制。同时，打击集资诈
骗、金融掮客、高利贷等违法行为，确立民间金融的合
法地位。”

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

当前，尽管我国企业在市场上的融资渠道不少，比
如发债、IPO 融资、信托以及股权融资等，但是这些模
式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仍存在着“门槛较高”的问题，
始终隔着一堵墙。

对此，李立新直言，“开放金融市场，开银行就像开
超市，就没有融资难的问题，只要登个记就可以，中小
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可以解决。”同时，降低进入金融
机构的门槛，让更多企业、民间资本和实业资本进来，
促使金融市场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李立新认为，
“最终是要实现利率市场化。为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
借不到钱，大企业能借到，因为银行不愿意放给中小企
业，风险大、成本高。如果成本高、给银行的回报高，银
行也愿意放贷，所以要利率市场化。”

李立新说，目前利率没有市场化，现在的通胀是
5%—6%，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利率是 3%—4%，不但
没有升值保值，反而出现了贬值。我们说执政为民，就
应该改革金融体制，进行金融创新。

实际上，民间借贷也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体现。李
立新认为，利率市场化可以让所有人受益。双方在协商
中，根据综合因素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但现
实是，现在如果把钱存到银行，一年存款利率 3%—
4%，但通胀就 5个点，这与我们的理念不符。因此，金
融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就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富霞农业种子有限公司董
事长郝富霞建议，商业银行应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和监
管部门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由政府出面优先
推荐一批经营良好、成长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取得金融
机构信贷支持。同时，对于符合扶持政策的中小企业，
应支持其发行短期债券，比如地方流通性债券。适度放
开民间金融市场，鼓励民间开展合法金融业务。

银行超市化
或可破解民间借贷吴英生与死

直指金融改革核心领域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当原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
吴英的死刑复核期与全国两会不期
而遇，一个弱女子的命运开始在更高
的层面再度受到关注。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曾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说：“吴英罪与非罪对我不
重要了，吴英现在死与活，也都不重
要了。但必须讲个理！（如果）你们敢
以权乱法，我就敢以身试法！”

当死与活变得不再泾渭分明时，
人们开始关注主宰死活的背后因
素———企业经营环境究竟是好是坏？
炒房租房的经营模式能否持续？金融
制度尚有哪些改进空间？司法制度还
有哪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而这
些，也恰恰是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
焦点。

上上下下说吴英

“现代社会，死刑越来越慎重。有
的杀人犯有自首情节都能免死，一个
经济案件的当事人怎么就必须以命
相抵？”3月 7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吴英案是不是非法
集资，是司法部门说了算，定刑“非法
集资”在司法上是有相关的依据，但
是量刑上还不太好说。

刘明康表示，民间借贷当中会出
现官商勾结的现象，背后就反映出来
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 因为“不规
范、不透明，所以一定要立法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吴英手上还有
大量的资产，在人被拘留了以后，就
迅速低价拍卖掉了，这不是一个规范
的拍卖，低价处理掉是很荒唐的，不
是要对她的债主负责吗？对债权人负
责，那就应该把这个案子判清楚了以
后，确实是什么样的罪行，资产应该
怎么处理，然后尽可能合理地处理来
使债权人的损失减少。”
“什么都没明确呢，不知道什么

道理，低价地把她的一批财产都以拍
卖之名给处理掉了，这是非常有疑问
的。”贾康说。

对于吴英的谈论不止停留在非
正式场合。

3月 6日下午，在浙江团开放日，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
在回答吴英案进展时称：“浙江省高
院已经作了判决，报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只能依照法律作出合理解决。”

在谈到吴英案带来的一些启示
时，毛光烈称，吴英案的焦点就在于
民间借贷问题，目前浙江的民间资金
已经积累到最好水平，但确实存在民
间资金与消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
化，拿到地面上来，依法运作。

评论人士梁江涛认为，吴英被指
因集资诈骗二审死刑引发罕见关注，
使这起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
治事件。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
此关注，因为这场讨论不仅集中于当
前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

制改革上，而且舆论中还蕴含司法公
正、财富取向以及社会公平等民意诉
求。某种意义上说，“集民意大成”的
吴英案就是两会最好的活样本。

是是非非议吴英

关注吴英的命运，自然少不了对
其行为的评价。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两会

代表委员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企业家群体并未表现出对吴英的“惺
惺相惜”，甚至有人认为吴英充其量
只是个炒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企
业家；倒是专家、学者群体多为吴英
鸣不平。

全国政协委员、大恒新纪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认为，吴
英在集资过程中的确存在夸张成分。
“搞企业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被人骗过
钱财的经历，你说他们可恨不可恨？”

张家林说，吴英大部分的借款买
了房子，“她运气比较好，房价涨了。”
但张家林认为，吴英算不上是民营企
业家，“民营企业家都是踏踏实实做
实事，吴英只是买房、租房、炒房，只
能算个炒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陆集团总裁王
超斌也对吴英的借贷行为表示不理
解：“如果是一个务实的企业家，一定
会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而且要把融
到的钱真正投到实业中。吴英显然不
在此列，受到惩罚理所应当。”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
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显然站在
了“保吴英”阵营：“一家企业往往涉
及经济纠纷、股东纠纷，就要动用司
法力量难免公报私仇、公权私用的嫌
疑。”

蔡继明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表示担忧：“很多公安局的人会说‘抓
你抓得肯定有道理，错了我负责’，但
真的形成错案时，却没人出来承担责
任。抓你抓得有道理，放你放的同样
有道理，但是企业却被拖垮了。”

贾康也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文
字：“显然罪不至死，祈勿火上浇油：
刀下留人；改革金融。如此多的疑点
和不平，何以服众？”

罪罚之间辩吴英

吴英有罪已是共识，罪行轻重却
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3月 3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
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席李立新建议把
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称借贷关

系只是交易，不应判死刑。李立新举
例说：“企业向银行贷款，贷款之后又
还不了，也不至于判那个老板死刑。
所以吴英案‘判死刑是没道理的’。”

张家林说：“吴英不诚信这是肯
定的，但到没到诈骗的程度？这个尺
度怎么划值得思考。比如借钱买一套
房子，双方商定好了即便利息高一些
也应该是合理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
人借钱没问题，为什么跟另外 10个
人借钱就有问题了？”

张家林认为，“不一定要杀人，杀
了她于事无补。”

贾康也说，吴英肯定有她的罪
过，但是现在看起来，有很多疑点都
不清楚，罪不至死是肯定的。同时我
们必须往下看，看案情背后到底是怎
么回事。

一位来自东北的政协委员则表
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吴英就是该
杀！这样的人不杀，灰色的民间借贷
难以革除。”

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则说：“对于一
个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并在证据
方面又有所争议、事实方面具有模
糊性的案件，应该更多地从法治发
展的角度或者从刑事法律上‘疑罪
从无’或‘疑罪从轻’的角度，慎重地
来看待。”

黄鸣认为，吴英案实际上是金融
制度弊端的产物。他说，计划经济时
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
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
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
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同样
在量刑中也要考虑。

黄鸣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
吴英死刑案件中，撤销一、二审判决，
发回再审，给予不予执行死刑、立即
执行的刑罚。

吴英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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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当中会出现官商勾结的现象，背后就反映出来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
因为“不规范、不透明，所以一定要立法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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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民间借鉴要引导，对于地下钱
庄、洗钱等违法行为要打击，一般的
民间融资，规模不大、利息不涉及非
法集资，要积极引导和规范。”日前，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
总裁梅兴保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要坚持金
融改革和创新，可以通过发展“草根
金融”，并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管理
地方金融的权力，让其承担发展经济
和稳定金融等责任。

近年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通过
财政和银行监管部门对中小微企业
实施税收、利率优势和差异化的监

管，这些行政和临时性措施化解暂时
的矛盾，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性
问题并未解决。

对此，梅兴保认为，“重要的抓手
就是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行的
监管。对于草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
行以及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不
要参照大银行的监管政策。”

只要地方政府和设立中小金融
机构的股东承担起控制、救助、处置
风险的责任，就要进一步开放准入门
槛、简化审批手续、降低经营成本。在
产品上，要根据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
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来进行金融产品、
管理方式和制度的创新。

梅兴保指出，“金融机构要深入

到企业进行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
新的设计，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以钱
炒钱’地创新。”

梅兴保承认，“民间借贷在其规
模和范围较小的情况下，主要以相互
熟悉人员的信用为基础，没有也不需
要现代银行办业务这么多手续。”当
前，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正是
“当前众多商业银行借贷难、门槛高、
手续复杂、审批繁多”。
“一定要解决银行业机构发展中

业务模式雷同和恶性竞争的问题，建
立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
融’机制。”梅兴保认为，大、中、小银
行要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区域布局。
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性和跨区的大银

行既要继续实施优惠的政策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还要为中小金融机构让
出一定的空间，不与地方的小金融机
构争利。

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迫使
很多中小企业通过民间融资，甚至
通过高利贷和内部集资的办法解决
资金问题，他们的资金成本远远高
于大企业大项目的融资。梅兴保认
为，“现在金融机构的利润率较高的
情况下，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好时机。通过先贷款利率市场化、后
存款利率市场化，在试点基础上，加
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最终使中
小企业公平地享受到金融市场的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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