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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的北京， 正午时分依然
骄阳似火。 陈晨（化名）刚与某银行
信贷专员吃过便饭又匆忙驾车赶往
下一会见地点， 下午他还要与一家
担保公司的客户经理见面。 见到记
者时，陈晨一边拿纸巾擦着汗，一边
向记者抱怨：“小企业向银行伸手真
是难上加难。 越是小微实体，越需要
银行贷款，但银行‘惜贷’也越发严
重。 ”

而与陈晨公司所面临的局面不
同， 另一家小企业浙江省温岭市某
轴承有限公司， 由于扩大生产规模
及改进生产技术， 在无法向银行申
请抵押贷款的情况下， 向一家小额
贷款公司求助 。拿到贷款的当年，该
公司年利润同比增加 100%，公司员
工也增加了数十人， 企业获得了非
常好的发展契机。

专家指出， 偏好资信良好的大
中型企业，是银行的通病。 要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的问题， 指望大型商业
银行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大力发展
小型金融机构，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而近期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让民营资本的银行梦照进了现实的
光芒。 7月 31日，银监会正式表态支
持试办民营银行，坊间传言，首批民
营银行或下半年推出， 可能锁定两
家：1家在北京；1家在温州。 这意味
着， 此前一直步履维艰的民间金融
终于以“银行”这一阳光化的形式再
次亮相。 也意味着中国正式拉开了
微金融时代的序幕。

小微企业融资
出路在哪里？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

所所长胡汝银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过去三十年中
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市场
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
推动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
涌现。

然而，政府的行政管制和向大
中型企业倾斜的社会资源配置方
式， 使得小微企业的发展空间不
足，发展环境不佳，导致他们的边
缘化和落后化，形成特定的二元经
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据统计，在中
国，目前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

已超过 1000 万家， 占全国注册企
业总数的 99%， 其工业总产值、销
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分别
占全国的 60%、57%、40%和 60%左
右；小微企业还提供了约 80%的就
业机会。 而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在
全部贷款中的比例仅 20%多一点。
直接融资比例过低、 渠道过窄，已
成为中国小微企业成长的明显“短
板”。

不同的金融机构给不同规模的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效率是
不同的。 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
机构是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研究会理事、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李锦指出：“激发社会活力要
重视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 金融要
逐渐地向多元多层发展， 大规模建
立小微银行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出
路。 ”

大力发展小微金融机构
裕华（化名）是温州一家小额贷

款公司的负责人，短短几年，从最初
的“地下钱庄”到民间借贷，再到如

今挂牌近一年的小贷公司， 他经历
和目睹了无数小微企业在资金链上
的垂死挣扎。

“小额贷款公司是商业化的‘企
业’，从事着一些金融业务，又与银
行业等金融机构大不相同， 尽管我
们可以某种程度上学习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商业盈利模式， 但出于自身
的种种弊端， 又不可能完全像银行
等金融机构那样经营谋利。 ”裕华的
话中流露出几年来经营小贷业务的
辛酸。

记者调查发现， 以中国近年来
兴起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目前发
起人或大股东多为当代最有实力的
企业、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有着丰
富的商业运作和项目管理经验，但
小额信贷机构不同于传统银行机
构，缺乏“财政靠山”，由于一些暂时
难以变更的限制， 有些小额信贷机
构头上还戴着多重“紧箍咒”，这就
决定了小额信贷机构必须顾及贷款
客户的经营发展情况， 这无疑进一
步加剧了小微企业融资困局。 而贷
不到款让众多小微企业徘徊在生死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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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李金玲 实习生 赵玲玲

“微金融”破局倒计时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小微金融时代的来临,将为 2013年的中国
改革画上一个绝美的感叹号！

在当下的中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不仅是金融问题，也是社会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对实现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增加就业、提高国民素质、
稳定社会意义重大。

我们目睹了中国银行离小微企业的渐行渐远， 目睹了遍布中国
的民间借贷疯狂爆发，目睹了各种游走于法律法规边缘的金融创新，
目睹了茫茫小微企业大草原对于金融水源的渴求， 这些注定我们面
临一个绝美而值得期待的变革的到来。

7月 31日， 在银监会召开的 2013年上半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工作会议暨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议上，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首次对
外提出“试办自担风险的民营金融机构”。并披露了设立民营金融机构
的基本要求，这一基本要求是：自担风险民营金融机构的要义在于发
起人承诺风险兜底，避免经营失败损害存款人、债权人和纳税人利益。

要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有多重。 设立民营银行，原来最大的障碍是
银监会，现在银监会已放行，民营银行设立在法律和政策上已无阻碍。
由银监会牵头，协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制定
的民营银行相关申报细则草案已经形成，目前已经进入讨论阶段。 首
批民营银行或下半年推出，已是毫无疑义的事了。

消息一出，天下风动。 据悉，温州民间资本正在积极冲刺第一家
民营银行，争取夺得头筹。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对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好比
是茫茫大草原对于水源的渴求， 很难建立一条行之有效的人工灌溉
模式。 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 90%没有与金融机构
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小微企业 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
系。 与中小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相比，其获得的金融资源明显不匹
配。 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时期，金融机构容易将更为稀缺的信贷等金融
资源向大型企业倾斜，客观上形成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加大了小微企
业的经营压力。 占企业总数 99%的小微企业活得太难了。

事实上，民间早已开始“找水”的活动。 2003年，志高控股董事局
主席李兴浩就曾筹办广东第一家民营银行“南华银行”，最终因政策壁
垒而折戟。而后的孙大午、吴英、曾成杰，都倒在这种揭竿而起的路上。
我们曾发表《吴英之罪，是企业融资难所逼》、《让吴英祭刀，是金融体
制之耻》，表达对这种陷于失败绝境而无奈的同情。我们曾发表实体经
济 99评，99声呐喊，都是对民间金融的同情，都是对金融体制大门的
撞击。

7月 31日银监会宣布，只是政府推开金融改革大门的“吱呀”一
声，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是紧锣密鼓，步步逼近。 6月 19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 探索设立民间资
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此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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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
行”，设立民营银行再度进入公众的聚光灯下。

改革方案酝酿已久，适时见机推出；历史大势所趋，自当推涛作
浪！

闸门敞开，潮流倾泻而至。 目前浙江省的温州和台州，福建省的
泉州，广东省的佛山和深圳等地均在积极申报民营银行项目。事实上，
民间银行的溪水早已溢满闸门。从 2005年以后，新兴的金融机构如雨
后春笋蓬勃发展。特别是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民间，这三大块发展迅
速，是商业银行的组织基础。尤其是小贷公司自主性比较强，几乎全部
是民间资本。 2008年试点就是几十户，半年到年底统计 120多户。 短
短的 5年，到今年 5月份已经 6700多户。 一旦闸门大开，岂止是上千
上万。

有一个提法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小微金融是大金融的补充。 我们
说，小微金融不是大金融的补充，小微金融是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下，新
型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小微金融的客观定位。为什么？金融
是虚拟经济。 它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的虚拟经济为中国的实体经
济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哪？ 是什么？ 六个层次，大企业、中企业、小
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农户。大企业数万，中企业数十万，小企业百万，
微企业近千万， 个体户注册登记 4000多万， 加未注册登记的大约
6000万左右，生产型农户 2.1亿户。 这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占 99%
的企业是 1%的补充，这个理讲不通！

我们对以国家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并无异议， 通过商业
银行开展小微企业贷款，总想成为普惠小额金融的主渠道。近几年，我
们国家商业银行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并且自己成立了单独的
微贷中心。 但是商业银行当不了主力军，小微金融就是在这时候出现
的。事实上，在商业银行体系之外已经存在众多独立的小微金融企业，
小贷公司、典当行，民间资本蓄势待发。

现在银监会表态了，民营银行设立在法律和政策上已无阻碍。 民
间现在不是考虑能不能办民营银行，而是什么时候民营银行落地。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小微企业的困境， 必须从体制启动和民间激
活两个方面入手，而民间活力启动是根本性的启动。当然，对于这种启
动，是一件政策上很强的事。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文件都强调“风险”，其
实“风险”两个字背后是“监管”。 谁来监管，“一行三会”是管大银行大
企业的，而且是一种条条监管。 最好的做法是在乡镇与社区设立金融
管理处（局），把监管的毛细血管延伸到每个社区、每个乡镇，金融的毛
细血管自然就会延伸到每个企业。 让条条监管与块块监管结合起来，
让每个乡镇设立民办商业银行。 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小微企业解困的
对策。

我们还有一个看法，小微金融已经是客观存在，孩子已经生下来
了，也长大了，要紧的是为他立门户，上户口，让其阳光化、合法化、规
范化。这是一个路径选择问题。 当然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我们应该积极吸取来自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溪水向下奔流，是大自然不
变的法则，是无法抵御的趋势。 民间银行已经到了“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时候了。喧哗的溪声全部变成了堂堂盛大的溪水，
坦坦荡荡的流淌而出。

过一段时间，大幕就会拉开，诸多小而优的商业银行将会奔涌而
至，监管势在必行，赶快修闸修渠，为小微企业有效地建立金融通道。

迎接小微金融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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