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8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困局 06

尽管政府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断加强， 但与小微企
业资金需求仍相距甚远。而作为银行服务的一个重要补充，小
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愈来愈受到小微企业的青
睐。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中国小贷公司
发展迅速，但却受到身份尴尬、业务风险高、内控机制不完善
等诸多问题的困扰， 其中融资渠道问题更是其发展的一大瓶
颈。

小贷公司发展迅速

小贷公司从 2005 年在国内出现，在经历了最初的观望徘
徊后，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近日央行发布的《2013 年上半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
报告》 显示， 截至 2013 年 6 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7086 家， 同比增长 34.5%; 贷款余额 7043 亿元， 同比增长
44%;上半年新增贷款 1121 亿元，单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
额平均 9940 万元;从业人数已达 8.26 万人，实收资本达 6252
亿元。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预计，到今年年底，
小贷公司数量将达到 8000 家。

据了解，作为小贷公司试点的华中地区湖北省，小贷公司
这一新兴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 这股投资旋
风甚至刮到了上市公司。 据悉，目前 A 股发起成立的小贷公
司的上市公司已达 160 家以上。

记者从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获悉， 湖北省每年新增
数十家小贷公司。 今年仅武汉市就新批了 20 多家小贷公
司。 截至 2013 年上半年，已获批复的小贷公司达到 287 家，
总注册资金为 280.55 亿元，已开业 245 家，目前贷款余额 263
亿元，较去年年底新增 89 亿元。

据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副秘书长李军立介绍， 小贷
公司受到小微企业的欢迎。 到 2012 年末，湖北省小贷公司共
发放贷款 642.4 亿元，相当于每家平均放贷近 3 亿元，且无一
家小贷公司亏损。

湖北天门平安小贷公司的李经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小额贷的市场非常大， 资金主要流向实体经
济，其中以私营业主和中小型企业为主。公司还根据企业资金
需求“短、频、快”的特点，精心设计了贷款新品“小型企业贷”。

“按贷款额度来说，个体户法人最高可批 50 万，中小企业
法人最高可批 100 万。如果贷款申请人积极配合，当天内基本
可以完成贷款的审批。 ”李经理向记者介绍。

中部地区乡镇小贷公司稀缺

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以及天门、潜江一带调查中发现，除
了市级或县级城市有相关小贷公司外， 多数乡镇基本没有农
村小贷公司。

对于记者的提问， 当地中小企业人士回答最多的， 便是
“我们这里只有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等大银行”、“小贷公司都
没有听说过”、“小贷公司只有市县一级才有”等。

记者以湖北省为例测算了一下，2013 年上半年获批复的
小贷公司为 287 家，全省有 1 个副省级城市（武汉），11 个地
级市，1 个自治州，3 个省直管市，1 个省直管林区，38 个市辖
区，24 个县级市，38 个县，2 个自治县。 如果平均到县以上行
政区划，每个单位才 2.4 家。

随后记者又从与湖北省相邻的几个中部省份了解到，在
这些省份的乡镇，小贷公司也几乎是空白。

然而，反观我国江浙、广东一带经济发达地区，小贷公司
乡镇覆盖率明显高于中西部。

江苏现已有 529 家小贷公司，位居全国首位，几乎是湖北
省的两倍。 其贷款余额高达 1091 亿元， 累计发放贷款余额
5000 多亿元，农村小贷公司的乡镇覆盖率遥遥领先中西部地
区。

遭遇资金瓶颈

根据银监发〔2008〕23 号文，小贷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
股东缴纳的资本金、 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且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
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资金来源有限是小贷公司融资渠道的“拦路虎”。
据悉，如今众多小贷公司面临“无钱可贷”、“无米下锅”的

窘境。 有民营小贷公司在资本金放完之后以股东或者壳公司
的名义来向外借款，避过银监会的“红线”。 此外，还有部分小
贷公司被曝以个人名义放款。

有资深专家建议，在融资杠杆率上，应该放宽小贷公司融
资比例。 注册资本与融入资金的比例应适当提高到 1∶1 或者
是 1∶2。

据了解，今年以来，各地的政府机构均开始尝试破除小贷
公司“资金瓶颈”的办法。

广州金融办在 4 月份发布的《广州小额再贷款公司业务
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小额再贷款公司可以对小额
贷款公司放款。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支持
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
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

6 月，浙江省出台《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体制改革要点》，探索小
贷公司发行定向债，积极争取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
推动民间资本与小企业的对接。

7 月末，国内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定向债成功发行，来自浙
江的两家小贷公司瑞安华峰和德清升华成功发行全国第一批
小额贷款公司定向债。

银企供需错位
小微企业寄望民营银行

陈先生为了一笔 500 万元的贷
款， 在各个银行间已经跑了半年了，
至今仍然没有结果。 而在这个跑贷款
的过程中，他只发现了一笔贷款给了
中小企业。

作为一家给太阳能设备做配套
产品的企业，陈先生上半年的产值只
有 25万元。“因为没钱上设备， 很多
订单接不了。 ”陈先生告诉记者。

北京一家城商行的内部人士向
记者透露，多个银行都有针对小微企
业的贷款，但放款的过程比较麻烦和
漫长，只有那些村镇银行给小微企业
放的贷款会稍多一点。

尽管国家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
策接连出台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但众多小微企业仍然难以躲避融资
难的现实。

“未感受到实质的变化。 没有抵
押，依旧很难贷款。 ”陈先生说。

不平衡的“跷跷板”
高昂的单体成本和难以预估的

不良风险，使得银行哪怕上门去大企
业“劝贷”，也不愿满足排队“求贷”的

“草根民企”。 这就造成银行想贷款
找不到好企业，而有些好企业却很难
对接到银行。 长期以来，银企供求关
系就处在这样一种错位的困局之
中。

因此，在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当
中，小微企业始终处于“跷跷板”的下
方。 不对等的关系决定了小微企业的

“贷款难”。
北京一家生产模具的企业老板

告诉记者，2011 年曾向北京市的两家
银行同时申请贷款 600 万元，用于扩
大规模。 但是由于对银行严格要求的
还款时间无法做出承诺，最终银行拒
绝放贷。

最终，该企业老板只能从一家村
镇银行贷了 100 万元。“我眼睁睁地
看着市场机遇就这么错过，没有规模
化的生产，效益怎么可能上去？ ”该老
板说。

此外，由于大银行普遍对小企业
还款能力存疑，一些企业往往被银行
突然“断贷”。

温州一家企业的老板此前从银
行拿到了贷款，此后还想续贷。 但银
行要求先还这笔贷款，然后再重新发
放贷款。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艰难，一些
民间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始设法缓解
小微企业的贷款难题。

刘先生最近一直在跑银监局和
保监会，因为他即将开创一种新的帮
助小微企业贷款的业务。

有着保险公司背景的刘先生成
立了一家公司，旨在帮助具有一定知
识产权的小微企业获得贷款。

“那些小微企业直接到银行贷
款，银行很难给他们放贷，而且银行
也很难接受用知识产权作抵押。 ”刘
先生说。

按照刘先生的商业模式，小微企
业用知识产权作抵押， 在作出评估
后， 保险公司将出面为其作担保，银
行再为其放贷。

对于这样的模式，刘先生认为是
可行的，目前已经有一些战略投资者
看好其商业模式。

寄望民营银行
银监会关于民营银行的相关政

策让小微企业看到了希望。
据了解，目前设立民营银行主要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将原来的小
贷公司或者村镇银行提升为民营银
行。 第二种是在本地培养由民间资本
作为主发起人的民营银行，资金全部

来自民营企业。 第三种是农村信用社
选择将全部股份卖给民营企业，然后
通过改制提升，设立民营银行。

而北京的中关村管委会也在其
官网上发布了支持互联网金融产业
发展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支持中关
村企业发起设立中关村银行。

陈先生告诉记者：“我更关心民
营银行贷款是否会容易一些，是否需
要抵押物。 如果民资银行能够在年内
成立，且贷款较为容易，公司还能撑
下去。 ”

而在记者采访中，不少的小微企
业还是较为认可民营银行，多家企业
表示，只要利息不高，还是愿意去民
营银行进行贷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曾公开表示：“民营
银行既不是风险不可控的怪兽，也不
会是村镇银行的翻版，有志于创办银
行的民营资本，一定是希望把它当成
一项事业来做，而不仅仅考虑赚钱。 ”

传统行业要自律
银行要再进一步
国内的小型钢铁贸易商们如今

正在谨小慎微的生存着。
经历过上海地区银行催收贷款的

一位贸易商福建人周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银行对我们基本不放贷款，担心
收不回来。 我们现在是有一单生意就
做一单生意，肯定不会囤货。 现在也不
敢做投机了，老老实实做好主业。 ”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葛昕表示，钢贸商今后会更加青睐维
持这种低库存的做法。 这种手法很可
能一直维持下去，使社会库存持续下
降。

据业内多位人士预测，今后的钢
材库存， 有可能逐步落在钢厂手中。
目前，钢厂直接备货，钢贸商去库存
化业已成为常态。

山东一家钢贸商向记者表示，规
规矩矩做实体， 政府还是会予以扶
持，当地政府找了当地银行，当地的
银行没有催贷、抽贷，反而上门进行
服务。

在银行普遍不愿意为钢贸商放
贷的情况下，山东当地的银行却在去
年主动在钢材市场设立支行。

该钢贸商向记者透露，当地的银
行为这里的钢材市场放贷的额度超
过 40亿元。 因为有银行的支持，尽管
行业形势不好，该钢贸商今年上半年
的销售收入仍然增加了近 10%。

主动上门，为银行业带来业务的
同时，不良贷款却在降低。 记者从当
地银行了解到，当地的 9 家银行给钢
贸商的贷款中，仅有一笔不良贷款。

有数据显示， 占企业总数及安置就
业人数均达90%以上的小微企业， 只有
20%多能够得到银行信贷支持，信贷缺口
巨大。而小微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信贷支
持，就必须通过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介入。

融资担保成本
吓退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由于信誉度模糊、 财务

报表差等难以预估的风险， 导致银行
普遍不倾于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委
托融资担保公司为自己进行信用担保
从而取得贷款， 便成为小微企业获得
资金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认
为， 融资性担保机构在小微企业融资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截至2012年末， 全国融资性担保
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590家， 在保余额
21704亿元，同比增加2584亿元，增长
13.5%。

不过， 虽然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
融资提供了便利， 但较高的担保成本
也是拦在小微企业面前的一道门槛。

2012年春节前夕， 湖北一家农业

发展公司准备大量收购本地特产花菜
运到北京、 广州等地， 需要前期资金
800万元。然而，在找担保公司担保贷
款时却难住了这家公司。

“找到担保公司，可是一算账，我
发现算上购买成本、 物流费用和融资
成本，根本不可能赚钱，最后只好选择
放弃了。”这家农业发展公司的老板张
林告诉记者。

有调查指出，在需要取得贷款时，
担保公司并不是小微企业的首要选
择。 有七成以上的企业主从未使用担
保公司担保， 认为过高的担保服务成
本加重了企业负担。这说明，高举“为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大旗的担保机构
面临尴尬的局面。

报道称， 如果要从担保公司拿到
资金，小微企业需向其支付1%至3%的
担保费。其次，担保公司会要求小微企
业进行一定形式的反担保。 小微企业
增加信用担保的环节必定会增加一定
的交易成本。

担保机构乱象频仍
除了小微企业难以忍受高额的

融资担保成本， 作为担保机构本身，
也存在诸多待解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担保费虽然居高不
下，但有相当多的担保公司去追逐更
大的利益，放弃担保费用，疏远担保
业务，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如热
衷于高息揽储和高利贷业务。 这种

“不务正业”的行为被业内所诟病。
据初步统计，截至 2012 年末，全

国约有 1.6 万多家不经营担保业务的
担保公司，这些担保公司不受任何监
管，业务混乱。 其中不少公司从事非
法吸存、非法集资、高利放贷等违法
违规活动。

对此，薛胜文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我国担保机构存在乱象的原
因，是行业标准不完善，导致担保公
司鱼龙混杂。

专家分析指出， 担保乱象的背
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由于担保公
司的资金是从民间高息揽来，因此，
贷款者需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 如
果投资项目或贷款企业经营出现问
题，整个利益链条便会瞬间断裂，金
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便会接踵
而至。

亟须提高担保业门槛
如何让担保机构回归正轨，担保

之路在何方？
薛胜文认为，存在较多问题的实

际上大多是中小型担保公司，如果让
担保机构回归正轨，最主要是提高担
保行业的进入门槛，避免一些担保实
力较弱的公司混入担保行业。

“其次，还要加强行业监管力度，
减少行业内违法违规的情况发生。 此
外，作为担保公司，应该完善风险管
理体系。 ”薛胜文说。

近日，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
要把融资担保体系作为扶持小微企
业的关键环节来抓。 政府要舍得投
入，参股和控股部分担保公司，同时
以省市为单位建立政府主导的再担
保公司，创设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基金。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中小企业局
获悉，为鼓励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
供融资服务，重庆担保机构为小微企
业担保最高可获补助 3%。

“真希望融资担保成本能够降下
来， 让担保机构真正为中小企业服
务， 让我们这些急需资金发展的小
企业获益。 ”张林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应该借助担保机构的作
用，实现银行、担保公司、企业三方
共赢。 ”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担保机构失灵小微贷款

本报记者 张龙

小贷公司窘境待破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至今身份不明，融资渠道受限

服务费高 不务正业

在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当中，小微企业始终处于“跷跷板”的下方，不对等的关系决定了小微企业的“贷款难”。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