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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在这次印发的指

导意见里，提到了要逐步推进信贷资

产证券化的常规化发展，用银监会主

席助理杨家才的话说，“这是经过深

思熟虑和对 2005年以来资产证券化
的试点做了系统评估之后所推出的

一项举措，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商业

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走向常规化

的发展轨道，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做

证券化。”

本报记者 王敏

继温州首家农村商业银行龙湾

农村商业银行正式开业两个月后，鹿

城农村商业银行也于近日正式挂牌

开业。这标志着温州首批农商行股份

制改造试点工作完成，温州金融改革

又往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记者发现，在此次温州首批农商

行改制中，一大亮点便是民资已经成

为改制的主角。据悉，龙湾农商行和鹿

城农商行两家农商行共募集民资 22.34
亿元，共有 408家民营企业入股。

自去年银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出

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

入银行业以来，温州民间资本正大规

模挺进银行业。

农商行改制民资成主角

“据我了解，自民资可以入股农

商行后，几乎各家正在改制或已改

制的农商行都有民资入股，且民资

入股的比例越来越大。”7月 11 日，
湖北一家正由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

的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自她所在的

农信社开始改制后，就有国内多家

民营企业要求入股。“有一家大型民

营保险公司甚至要求入股 50%以
上。”

最新的案例则是六月中旬由温

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改制而来的鹿

城农商行，总股本为 11.89亿元，其
中自然人股东 1920 户；企业股东有
109 家，占银行总股本的 41.62%，全
部为民资和民企。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仅仅

在鹿城农商行挂牌前两个月，温州

首家农商行龙湾农村商业银行率先

完成“三级跳”，从农信社到农合行，

再变身为农商行。而龙湾农商行正

是一家纯民资银行。

据温州当地金融监管机构官员

表示，自 2012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设
立温州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当地

民资对组建银行寄予厚望。不少民

营企业都希望能够在银行入股。

在此次温州首批农商行改制中，

民资已经成为改制的主角。龙湾农

商行和鹿城农商行两家农商行共募

集民资 22.34亿元，共有 408家民营
企业入股。

上述温州银监分局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介绍，在

第一批农商行改造

完 成 的基 础 上 ，

2013年温州还将争
取完成瓯海、乐清、

瑞安、永嘉、苍南等

5 家农合行组建农
商行，此外还将启

动 4家信用联社的
股份制改造，

其中的一大

关键，便是

“吸收更多

民资入股”。有消息

称，温州接下来的农

商行改制中，最少还有 50亿元的民
资要进入。

民资注入农商行效应明显

2012 年 5 月，银监会和证监会
分别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落

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作要点的通
知》，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

入银行业、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

发展的具体措施。

政策的亮点便是民营企业通过

并购重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和农

村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允许单个企业

及其关联方阶段性持股比例超过

20%，民营企业将不只是参股，还有机
会控股。

有农商行人士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民间资本进入农商行好处

多多：在提高农商行自身竞争力的同

时，还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带来

积极的‘鲇鱼效应’，为金

融行业带来竞争和创

新的活力，同时也可

让客户享受到优质的

金融服务。“这对破解

民间资本多、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无疑具有明显作用。”

7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扩

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同一天，

银监会就《意见》发布了解读文件，

其中提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对于动员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促进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激

发金融机构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

义”。

未来：扎根“三农”是重点

据了解，目前在金融市场，农商

行不仅面临其它大型商业银行的竞

争，还面临农村资金互助社、担保公

司、小贷公司等大量金融与非金融机

构的压力。

对于改制后的农商行，温州金融

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农商银行的定

位不变，服务对象还是“三农”，扎根农

村金融市场，与大银行实行错位竞争。

对此，刚刚改制成功的鹿城农商行

董事长陈宏强也表示，鹿城农商行的成

立，将更好地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

上述农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农

商行由农信社脱胎而

来，农信社具有点多面广的特

点。“农村贷款额小量大，这一点不

被大型商业银行所重视。改制后的农

商行竞争力增强，服务领域得到拓宽，

因此，农商行要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

自己的优点，办出自己的特色，紧抓

‘三农’，与其它商业银行展开错位竞

争，才能立足于市场。”

以全国首家由民资入股的农商

行为例，改制后的常熟农商行将“三

农”和县域范围内面广量大的中小企

业作为首选服务对象。截至 2013年 4
月末，常熟银行总资产、总存款和总

贷款分别突破 700 亿元、630 亿元和
380亿元。

而鹿城农商行官网显示，鹿城农

商行现下辖营业网点 47家，自助网
点 33家，ATM机 175台，客户近 80
万户，乡镇金融服务覆盖面 100%。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温州民企盯上农商行
数十亿民资竞相涌入

中小企业融资通道再拓宽
信贷资产证券化 8年试点终落地

某种程度上说，信贷资产证券化

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次贷危机就与它

有关，该怎么样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呢？

对此，吕随启说，资产证券化交

易效率高对监管的要求就高，对参与

交易的专业素质要求也高，使用不好

会导致市场波动加大。但这也是两面

的，它在市场波动加大的同时也能起

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杨家才表示，除了基础资产符合

条件外，商业银行的管控能力怎么样，

证券化的产品设计怎么样，这将是今

后推进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考量的重

点。并且特别强调，因为资产证券化也

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次贷危机就与它

有关，有的药能治死人，但是得了病不

能不吃药，关键是剂量的把握。

吕随启强调，目前推进资产证券

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几个方

面：一是创新过度。中国跟 2008年时
的美国还不一样，要避免打着创新的

旗号搞一些乱七八糟的假创新的事，

去套钱；二是一些中小企业毕竟价值

很薄，净值很小，可以盘活的资产存

量很少，需要有相应机制将他们联合

起来，做成一个资金池，才有可能达

到资产证券化的要求；三是从制度上

克服信用风险，要有一些担保机构发

挥更大的作用；四是资产证券化要跟

资本市场有更好的衔接，否则资产证

券化就是一句空话。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

是受各方关注的话题。7月 13日，中
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给国务院

副总理马凯写信中，坦陈中小企业面

临资金崩裂的危险。

吕随启表示，资产证券化可以把

中小企业的原来资产的存量给盘活，

相当于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

方式可以选择，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拓宽了。现在也有很多中小企业通过

创业板来上市，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中

小企业都能达到创业板的门槛，中小

企业之所以融资难，本身没有足够的

资产到银行去抵押贷款是主要原因，

现在有了资产证券化以后，它就可以

把它的存量资产以证券化的形式变

成自己的流动性，从而绕过资本市场

包括银行体系的障碍。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谢多表示，当商业银行把一部分信

贷资产证券化后，就可以腾挪出更

多的信贷空间，在保证资本充足率

的情况下，给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小

微企业、“三农”企业更好的金融支

持。“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信贷资

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成员

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稳步推进

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在现

行制度框架下组织实施，进一步加

强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

合，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

级。”谢多表示。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中国

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于 2005 年已
经正式启动，当时组成了由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一系列部门

参加的试点工作协调小组，中间虽做

了一些交易，但因为 2008 年的次贷
危机暂停了两年。

专家指出，目前，在经济转型和

升级的关键时候，把信贷资产证券

化从试点阶段逐渐转为常态化，可

以为商业银行盘活存量创造一个

重要的出口，可以更多地利用好市

场的潜力，来推动直接融资的发

展。

7月 13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证券研究所所

长吕随启表示；“资产证券化是金融

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推进中国

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化还是有重要

意义的。中国的情况跟美国不同，美

国是金融创新速度过快过度，中国是

创新不足。不能因为美国发生了次贷

危机，中国就把金融创新的步伐停下

来，不然中国跟世界的差距就太大

了。恢复资产证券化是必要和正常

的，是中国需要的。”

吕随启告诉记者：“金融创新本

身是件好事，有害的是不当的创新，

或者说创新过度，但总体上来讲不能

因噎废食。如果说资产证券化是一件

高级的新式武器，传统的金融方式就

像三八大盖，伤不了自己也伤不了敌

人的武器，注定会失败的。

8年试点常规化终于落地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拓宽 商业银行管控能力是考量重点

陶俊洁 赵晓辉

本月 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
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会上要求证监会银监会等支

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证监会主席肖钢指出，证监会将推动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加大创新力度，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

金融服务。

推动证券业创新

马凯指出，证监会要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

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尽快开启创业板上市小微企业再融资，推进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向全国延伸，完善股权投资退出机

制。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相关职能部门，要逐步扩大小微企业集

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

马凯还强调，银监会要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

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

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

金融机构，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城商行、农商行、农

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要坚持立足当地、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向

城域或乡镇等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延伸网点和业务，把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做实、做深。同时，大型银行也要加快小微企业专营

机构建设和向下延伸服务网点，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批量

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肖钢表示，完善中小企业板制度安排，优化创业板准入标

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规则体系，形成适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

“小额、快速、灵活”的融资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 2013年 6月底，中小企业板共有上市公司
701家，首发融资 4793亿元；创业板共有上市公司 355家，首发
融资 2310亿元，7家创业板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融资 19.8
亿元。

肖钢表示，要加紧落实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

全国的具体实施方案。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基础上，支持证

券公司通过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挂牌公司推

荐、股权代理买卖等服务。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范

围，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肖钢同时指出，要抓紧推出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细

则，适时出台非上市公众公司并购重组管理办法，支持中小微企

业股本融资、股份转让、资产重组等活动。稳步推进商品期货品

种创新，为中小微企业管理风险、发现价格提供有效工具。推动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规范务实、有序探索创新，开展资产管理和资

产证券化等业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专业、便利的金融服

务，推动中小微企业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马凯指出，小微企业融资贵，主要贵在利息以外的附加费

用上。比如，一些金融部门和机构在征信查询、融资咨询、授信承

诺、财务顾问等方面收费偏高、质价不符，有的甚至只收费、不服

务；有的商业性担保公司借小微企业求担保之机，收取高额担保

费用，有的比贷款利率还高。这些不合理的收费使得小微企业融

资成本雪上加霜。对此，必须抓紧进行清理规范。

马凯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重点治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和

高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七不准”和“四公开”规定，即不得以贷转

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

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以及公开收费项目、公开服务

质价、公开效用功能、公开优惠政策。凡不符合规定的收费一律

取消，各金融监管部门要对金融机构落实收费政策的情况开展

专项检查，对落实不到位的要严肃查处。

马凯要求，地方政府要抓紧清理相关收费，对小微企业减

免征收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城建类、安保类、评价类和证照类等

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担保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地方

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规范收费定价行为，并通过财政补贴和

风险补偿等方式合理降低费率，切实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促进小

微企业轻装起步，低负成长，积蓄发展后劲，涵养长期财源。

创业板拟建
再融资规则体系

王利博制图

（上接第二版）

看“克强经济学”：短期阵痛换长远利益

“克强经济学”由巴克莱资本提出，意指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

施，中心思想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利益。

对于发展模式问题，李佐军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

经济应该追求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不能光考虑短期的利益，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短期的利

益。对经济泡沫，应该用科学合理的手段挤出泡沫。这个过程客

观上很难，会有部分企业、金融机构要付出代价，或许会破产。但

我们要面对现实，用短期的阵痛来换取长期的健康发展。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短期的阵痛代价也是值得的。”李佐军表示。

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以短痛换取长益，目前中央正谨

慎前行，尝试着做，六月份的“钱荒”便是一次测试。

李佐军同时认为，“改革调整中要严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力争实现平稳过渡。”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广西

召开的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宏观调控要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

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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