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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利率
放低的结果，可
能是银行向某
些企业与行业
放水，如果风险
考核体系不变，
不远的将来我
们就会看到：在
一片资金紧缩
的哀嚎中，银行
与大型企业享
受高利贷盛宴。

“

远见

放开利率是画饼，中小企业难充饥
邢滋沂 毛亚妮

在突尼斯 2005年举行的信息社会峰会上， 国际电信联盟
（ITU）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 2005：物联网》。

此后，中国根据国际惯例开始将研发的“传感网”更名为“物
联网”。 物联网也成为继互联网之后全球科技界对未来最美的憧
憬之一，被认为是未来经济世界发展的有力支撑。

政府支持智慧产业

中国持有与国际上普遍相同的观点， 认为物联网产业的发
展要不了多久便能够惠及全社会。 曾有国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
物联网发展优势之一便是源于政府的重视与扶持， 并认为物联
网市场的爆发关键是政府买单。

面对物联网这一貌似拥有美好未来的产业， 中国政府像一
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 不遗余力地给予照顾和关爱。
2013年 2月 17日，《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指出，到 2015年，实现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规
模示范应用，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初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体系。

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各项政策也在持续
升温：1月 29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包括北京东城区等 90
个城市（区、镇）等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3月 11日，国家发
改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
展的指导意见”研讨会。 4月 23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农业物联
网区域试验工程工作方案》。 5月 20日，质检总局办公厅发布《国
家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

国家的力量与决心， 让身处物联网产业链上的所有组成部
分———从地方政府到相关企业，从科技行业到传统行业，与物联
网相关的主题论坛、工业园区、产业项目和创业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纷纷出现———都看到无尽的希望与商机。

物联网在争议中成长

赞誉与批判永远伴随着事物的发展。 物联网这个看上去很
美的名词，不断被各行各业提及的同时，也夹杂着不断的争议，
尤其在今年 6 月“棱镜门”事件之后，物联网成为让全世界舆论
纠结的热点，究竟是让生活更加便利的天使，还是赤裸裸掠夺信
息的魔鬼？

物联网被泼冷水并不是第一次。 2010年 IT峰会上，李彦宏
表示“没有看清楚物联网，觉得非常模糊、不清晰”，柳传志也建
议，投资物联网要谨慎。 那时，由于物联网整体发展并不明朗，股
市上的物联网概念多为炒作成分， 只有手机支付这一分支概念
因为有了电信运营商的参与而落到实处。

为迎接这一即将成为国家经济主导的产业， 政府不仅做了
大量政策与资金准备，相关部门与专家也做足了理论功课。 全国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谈到物联网时
指出，一开始就必须要把信息技术、安全技术纳入进去。 他说，与
互联网相比，物联网对国家信息安全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在网
络虚拟世界里可能造成的危害跟实际世界造成的危害远不在一
个层面上。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宁家骏指出：民生是
智慧城市落脚点。 宁家骏认为城市必须要走智能化的道路，通过
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相结合，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国外，谷歌眼镜、思科物联网传感器耀眼面世，国内，远望谷
发布了新一代物联网手机、TCL推出智能云电视……物联网在不
断的争议中前行。

国家的手应适时放开

物联网的模式， 注定了这个智慧产业的效用要等到网络规
模异常庞大的时候才会有可观的显现。 但无可争议的是，物联网
产业已经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根据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推测，
物联网技术定会在十年之内渗透世界各个行业和领域。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引导，能够促进一个新兴
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产业直接
面对市场。 中国政府在物联网的发展初期提供的政策支持、制定
的行业规范已经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民间的参与热情也逐步
高涨，该是考虑给产业断奶的时候了。《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
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表示，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物联网市
场，也支持物联网企业在国内外的直接融资，说明国家已经开始
培养这一智慧产业的独立性。

一位长期研究物联网的人士称，“2009年的时候， 大多数人
只是觉得物联网时髦，不认为有什么实际作用。 但现在，很多企
业会想用物联网来提升自身的服务、管理水平。 ”北京中芯优电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北航科技园物联网技术创新
中心执行主任蒙洋指出：“物联网的发展过去数年基本靠政府驱
动，多以政府买单为主。 今年以来，企业买单开始成为行业发展
的新动力。 ”

中国互联网初期的自由成长造就了今天的产业规模， 对于
物联网的发展，政府也应少些溺爱，以防因断奶太晚而影响了产
业的健康成长。 正如国家物联网专家组组长邬贺铨院士所说，

“城市智慧不智慧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百姓能不能感觉到城市
的智慧。 ”如果政府热衷于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绩工程联系在一
起，行业的“智慧”必将消失。

政府对物联网产业发展
应呵护有度

梁隽妤

面对物联网这一貌似拥有美好未来的
产业， 中国政府像一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的家长，不遗余力地给予照顾和关爱。实
际上， 中国互联网正是由于初期的自由成
长才造就了今天的产业规模， 对于物联网
的发展，政府应少些溺爱，以防因断奶太晚
而影响产业的健康成长。

做人， 最怕的是背负感情债和良
心债； 做企业， 最怕的是背上金钱的
债。 当然，与欠人钱财相比，债主们的
幸福指数会高很多。

提到债主，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
怕就是黄世仁， 他与杨白劳因为债务
问题而产生的恩怨纠葛早就已经深入
人心。 然而，眼下却有这样一批企业，
他们虽然也是债主， 却苦于资金无法
收回而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企业或是
把钱借给了地方政府， 或是先行垫付
了工程款， 由于遇到当地财政困难或
者政府换届， 自己成为被撂进池塘的
咸鱼———是死是活无人管。

这些悲催的债主， 他们丝毫没有
享受过“黄世仁”般的优越感，却不得
不沦为“杨白劳”，跟在地方政府后面
讨好卖乖， 只希望能够讨回原本就属
于他们的债款或欠款。最主要的是，如
果没有收回这些钱， 他们就可能因为
资金链断裂而经营困难， 甚至因为银
行欠款还不上而不得不宣布破产。 实
际上， 有如此遭遇的企业在中国有很
多， 他们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有着债
务问题的地方。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到底有多严
峻？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地方债务
已经超过 12 万亿元；IMF 则认为，中
国的公共债务总量已经超过了 GDP的

50%。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地方政
府的债务问题，已经转移到企业身上。

比如，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曾
经以“羊煤土气”而扬眉吐气的鄂尔多
斯，如今已经成为“债城”———自 2012
年冬季开始， 当地有的区政府需要向
一些大企业借十几亿的款给公务员发
工资。 鄂尔多斯并不是唯一陷入债务
泥潭的地方政府，据媒体报道，大同市
由于之前“造城运动”规模过大，目前
正背负着超过百亿元的债务， 这其中
有许多是企业的工程款。 以上地方政
府对企业的欠债或欠款问题， 仅仅是
中国债务问题的一个缩影。

企业欠银行的钱， 银行可以抽贷
或者拍卖企业的资产； 地方政府欠企
业的债，企业又该怎么办？地方财政出
现问题时，一些执政官员向企业伸手，
企业碍于情面， 即使不愿借也不得不
借，因为还要在当地谋发展，不敢得罪
这些官老爷。 然而，一旦政府换届，前
任领导升迁， 继任者或是采用“托字
诀”，或是“踢皮球”，或者干脆就来个
概不认账。企业收不回欠款，只能是拖
欠工程队的工资， 这就加剧了农民工
的“讨薪难”。

统计资料显示，大同市 2012年财
政总收入约为 190亿元， 如果此前的
媒体报道属实， 那么大同市所背负的
债务已经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当地政府换届之后， 继任者执政思

路的转变以及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财政收入能否保证 2012 年的水平尚
未可知。

实际上，今年 1月至 6月份，大同
市财政总收入为 115.2亿元， 完成了
年度任务的 51.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实现 51.6 亿元 ， 完成年度任务的
54.88%，实现了“双过半”。 看来，今年
大同市政府完成经济指标的困难并不
大。但问题是，这些财政收入中将有多
少是用来偿还政府欠下的企业欠款？
这些财政收入有多少与“土地财政”是
密不可分的？ 又有多少被欠款的企业
将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曾经富甲一方的鄂尔多斯，沦

落到如今的地步，原因其实并不是因
为当地的房地产，而是由于过度依赖
它脚下的煤炭等自然资源。中国经济
下行， 需要的动力煤自然也在减少。
当地一些煤企纳税大户的减产或倒
下，造成了鄂尔多斯的“断奶”，它又
怎能不成为人们口中的“鬼城”、“债
城”？

目前， 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地方政
府因债务而破产的情况， 这些庞大的
债务究竟该如何化解仍不得而知。 可
以想象的是，如果现有状况不加改变，
极有可能是一大批企业来买地方政府
债务的单。 到那时，企业纷纷倒闭，政
府的税源又该从哪来？

任斯理

企业为地方债务买单是釜底抽薪

锐评

企业欠银行的钱，银行可以抽贷或者拍卖企业资产；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企业又该怎么办？

央行 19 日宣布：自 2013 年 7 月
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0.7 倍
的下限。

消息一出，大家都对央行迈出这
一步赞赏有加。 可是，对于实体经济
而言，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企业可
能出现“富家欢喜穷家愁”的状态。而
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带来的是更大
的困难。

央行导演
对商行“温柔一刀”
全面放开利率管制也可以说是

央行在促进利率市场化放出的一个
信号，这是银行内部的改革，对于实
体经济意义不大。 在 2012 年 6 月至
7 月， 央行就已经两度宣布减息，每
次 25 个基点， 并且贷款利率的下浮
区间放宽到基准利率的 0.7 倍。 虽然
打了 7 折，但是银行 90%的贷款仍执
行基准以上的利率标准。

银行这些年的改革总是关起门
来搞改革，自己演戏自己看，这次也
不例外。 这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
款利率下限是影响最小的，也是水到
渠成、顺势而为的做法。因为，银行大
客户的贷款下浮 30%的都很少，包括
大型的央企。 原来给了商业银行 30%
的权限他们都不全用， 你给 100%的
权限影响也不大。 有的银行甚至声称
其贷款没有一笔利率是下浮的。

现在的做法是央行对商行的“温
柔一刀”。 外面人看起来很热闹，实际
上是并无阻力也无反弹的一场戏。 不
过， 央行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在
资金相对紧张情况下取消贷款下限
管理，从而避免对贷款市场造成过多
扰动，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政府融资成
本问题。

目前，信贷资金还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银行执行基准利率和上浮利
率的贷款占贷款总量比重高达 70%—
80%， 加上这次改革没有触及存款利
率的问题，即便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
开，短时间内仍不会出现利率大幅下
滑。 由此看出，此次全面取消贷款利
率管制，在短期内来看作用还是有限
的，想要立竿见影似乎也不大可能。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着眼的是取
消贷款利率下限不会影响贷款利率

定价，银行信贷规模也不会出现井喷
式增长，贷款基准利率仍将在相当长
一段时期存在。

富企将更富
穷企将更穷
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融资成

本降低了， 企业可以有效利用金融
支持增加企业发展的动力。 从理论
上可以这样看，而从实际情况来看，
这一举措让个人和中小微企业在短
期内收效不会太大， 只能说是起到
了“画饼充饥”的作用。 降低融资成
本是中小企业梦寐以求的， 而这次
改革似乎有“圆梦”的迹象，但是短
期来说这个梦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相当遥远的。

对于大企业来说， 贷款更容易
了。 因为国内金融机构一直都有对
资源投放方向进行选择。 大企业、国
有企业等条件优越的企业， 因贷款
风险小、安全性高，在与金融机构打
交道时备受追捧， 并且贷款时还可
以享有很多优惠政策。 因此，在这一
次改革后本身就容易获得贷款的大
企业与银行议价时有较强的能力。
原来大客户和银行谈判时， 要受下
浮不超过 30%的红线限制，现在政策

拆解了这个底线后， 谈判力量获得
最大。能以基准利率 0.7 倍从银行获
得贷款的多是优质企业、 国有大型
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能够带给银行
更多的存款和合作项目， 而这类合
作基本在大银行之间， 小银行成本
过高。 应警惕信贷资金在流入实体
经济之时出现“马太效应”，议价能
力强的大企业信贷成本越来越低，
银行为了弥补利润反向又推高中小
企业融资成本。

这次利率放低的结果，可能是银
行向某些企业与行业放水，如果风险
考核体系不变，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
看到：大型企业、地方平台企业与银
行互通有无，从银行套出超廉价贷款
高息放给其他企业， 充当资金掮客，
在一片资金紧缩的哀嚎中银行与大
型企业享受高利贷盛宴。而银行也将
加大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以平衡收益，
这将加剧企业贷款利率的两极分化。

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相比跟银行
议价时能力较弱，能不能拿到贷款本
身就存在难度，想要拿到与大企业一
样低利率的贷款可能性非常小。加上
这一次降息后银行之间竞争加强，可
能还会出现银行之间刻意压低贷款
利率的恶性竞争，对于银行而言本身
就面对利润压缩的挑战，它们肯定还
是会争取更有说服力的大客户。贷款
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后，经营状况一
般的中小企业， 因为议价能力差，贷
款难、 贷款贵的问题可能难以缓解，
甚至会比以前更难、更贵。 更令人担
心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放开管制
后，可能会抬高“三农”融资成本。

“不差钱”的更省钱了，“差钱的”
钱更少了，这是可能望得见的结果。

“以钱生钱”大戏
恐再度上演
因为草根中小型企业从来没有

得到过什么资金红利，更不能奢望得
到平价贷款。而贷款利率降低对它们
来说意义并不大。

最使人担心的是，贷款利率放开
以后资金可能难以注入实体经济。会
不会将资金转投信托贷款或者委托
贷款？会不会投入到民间信贷机构用
做高利贷？“以钱生钱”的戏码会不会
再度上演，造成中小企业继续闹“钱
荒”？ 这些都是让我们不得不担心的
问题。

到什么时候，中小企业才能得到
银行改革的好处呢？利率下限全面放
开后必定会倒逼金融机构进行经营
和盈利结构的优化，从而形成多层次
的金融服务体系，届时就会使部分银
行转变方向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从
而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
窘境。 那要等到大批中小银行出现，
才是中小企业得到改革红利之时，显
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可以这样认为，从短期来看取消
贷款利率下限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影
响是中性的。 长期来看，也许是个利
好消息。 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的加剧。
只有坚持顺势而为、成本集约、多元
盈利和创新发展的银行，才能在残酷
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好的成长
机遇。 与此同时，作为一定程度上具
有规模效应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小银
行未必船小就好调头， 由于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小银行需要具有更大
的创新意识才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
行业洗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将使得
越来越多的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贷
款，资金的供给增加了，小微企业获
得贷款的机会增加， 成本也会下来。
这也许是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一种
倒逼机制效果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7 月 21
日在武汉考察工作时强调，国家强大
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 只有有
利于实体经济的金融改革，才是彻底
的改革。 从长期来看，银行自身的改
革总是对银行有利，实体经济则是拾
其牙慧而已。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推
进市场准入改革，扩大民间资本进入
金融业，增加金融供给，也是为中小
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根据自
身的条件来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多
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信贷绿色通
道”， 真正地为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
提供充分、 良性的市场竞争平台，利
率政策才能随之顺畅的覆盖到实体
经济。 当然最终成功的改革，是有利
于实体经济的成长与发育，才是值得
称道的。

事实上，从融资数据以及 6 月钱
荒来看，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贷款利率
市场化。 一旦放开存款利率上限，银
行可能为吸储展开储蓄价格战。这种
畸形的“改革”效果，可能很快就要出
现。因此，对于这种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们还是持冷静态度观察一段时间
为好。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