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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里小贷和 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得小微
企业融资困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王利博制图

长期以来， 由于缺少担保和抵
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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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以阿里
小贷、P2P 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兴
起，小微企业这一融资困境正在局部
缓解。

“表面来看， 互联网金融解决的
是小微企业融资时的抵押、 担保问
题，背后解决的则是传统银行给小微
企业融资中的高成本问题，包括人工
成本、风险成本。 凭借互联网和大数
据等技术，他们可以在控制风险的情
况下批量处理小微企业的贷款申请，
而不是像传统银行那样需要繁杂的
手续甚至是实地考察。 ”一位互联网
金融观察人士表示。

小微企业融资新途
“无抵押无担保”、“免费申请没

有杂费”、“用几天算几天利息”、“24
小时之内即可放出贷款”。 去年 9 月，
阿里小贷针对阿里平台的数百万商
家提出了这样的融资方式，并声称已
经累计为阿里平台的数十万商家提
供了约 200 亿元的贷款。

这是互联网金融第一次进入中
国金融业舆论的热点。

“银行需要抵押， 手续还很长，
我们这种小公司根
本拿不到钱。 我们
在阿里巴巴做了很
多年， 凭借积累的
交易记录和信用等
级， 轻轻松松地拿
到了 30 万贷款。 ”一
家电器经销商的老板
王先生随后向记者证
实了阿里贷的上述承诺。

阿里小贷的模式迅速
得到了聚集众多商家的电商平台效
仿， 苏宁易购已经成立了类似的苏
宁小贷， 京东商城则选择将商家贷
款需求和信用纪录打包给银行。 截
至目前， 为平台商家解决融资需求
的服务俨然已经成为各大电商企业
的标配。

就在阿里小贷风光入场的同时，
一种为借贷双方提供直接在线交易
服务的 P2P 网贷平台也开始爆发式
发展。 这种融资方式同样不需要抵押
和担保，由平台根据借款人的登记信
息、交易纪录确定其信用等级和借款
额度。

最早成立的拍拍贷 CEO 张俊表
示，P2P 虽然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交易平台，借款的个人通常都是小
微企业的法人代表，投资人也更加看
重这类拥有企业的借款人，这类借款
人目前在拍拍贷上占据绝大部分的
比例。

统计数据显示，P2P 网贷平台目
前已经达到了 400 家，还在以平均每

天一到两家的速度增长。 为小微企业
提供的贷款总额已经从 2010 年之前
的 5000万上升到 2012 年的 60亿，今
年则预计将突破 600亿元。

“P2P网贷的贡献还在于，将传统
民间借款搬到了网上，利率、信用等
公开、透明。 之前小微企业通过民间
借贷融资，利率太高不说，稍有不慎
即可能引发非法集资甚至金融风险，
像去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导
致的老板跑路潮。 ”
张俊说。

互联网金融规模尚小
然而，由于法律认定和政策监管

存在空白，互联网金融在迅速发展中
饱受非议。 直到今年，随着互联网金
融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方面作用日
益突出以及这一新兴金融行业发展
壮大后风险问题逐步暴露，政府对其
关注明显增加。

近日，央行在《2013 年第二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专
题探讨互联网金融，明确表示互联网
金融“是现有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同时，国务院成立互联网金融发展与
监管研究小组开展调研。

但是， 前述要求匿名的人士认
为，互联网金融进入官方金融体系为
时尚早。 以 P2P 网贷为例，首先是由
哪个部门监管，调研小组这么大的阵
容也能看出 P2P 网贷牵涉到的部门
有多大；其次是投资人都来 P2P 放款
势必影响银行的存款余额，银行有权
有势的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该人士表示：“尤其重要的是，对
于到底什么是 P2P 网贷，大家都没有
一个定论。P2P 网贷能做什么，应该怎
么做，这都是一个系统的工作。 而且
P2P 网贷虽然很火、数量也很多，但是
整体融资规模不是很大，甚至在民间
借贷领域的份额都很小。 ”

根据安信证券的相关报告，今年
年底，中国 P2P 网贷平台的成交规模
约为 600 亿元，而去年中国民间借贷

市场 4 万亿元总规模才约为银行表
内贷款规模的 10%—20%。 阿里小贷
虽然一度引起金融业不小的震动，体
量也只是相当于银行的一个支行。

尽管整体规模无关大局， 互联网
金融的增长速度却是传统金融业难以
比拟的。 近几年来，P2P网贷一直保持
着每年超过 300%的增长速度。而阿里
小贷 200亿元的贷款总额， 经过苏宁
易购、京东商城等追随者的放大，也在
形成不容小视的电商小贷行业。

上海另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负
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P2P 网
贷等互联网金融想要引起政府的重
视，只能闷头把行业做大，做大了才
有发言权。 ”

强化地方监管与行业自律
虽然中央政府迟迟拿不出统一

的监管方案，得益于互联网金融在促
进小微企业融资和民间借贷健康发
展的积极作用，各地政府已经对其采
取了默许态度。

电商小贷实质上是一家小贷公
司，中国目前已经建立基本完善的小
贷公司相关制度，在法律身份上面临
的障碍比较小。 实质上，作为阿里两
家小贷公司的所在地，重庆当地政府
为其提供了注册资本金担保的贷款
总额可以扩大一倍的便利。

相比之下，新生的 P2P 网贷在法
律上遭受非议更多。 不过，仍有部分
平台在筹建和运营过程中都曾出现

了当地政府的身影，这一定程度上使
他们带有了官方认可的标签。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
发展壮大，通过总结行业内外风险带来
的经验教训， 行业自律意识也在加强。
P2P网贷行业已经成立了区域性的自
律机构，这就是上海的拍拍贷、陆金所
等企业联合成立的网贷企业联盟。

今年 3月，上海网贷联盟发布《自
律公约》，针对于市场与公众密切关注
的客户资金监管、平台风险控制度、审
计制度以及客户权益保护等四个方面
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联盟自律要求，
尤其明确界定客户资金与企业自有资
金相分离， 资金结算通过第三方处理
等行业规范和行业红线， 并要求联盟
内企业定期对业务进行审计和公示。

“这是一个对小微企业融资、 民间
借贷市场大有裨益的行业，对未来中国
金融体系有重要影响的行业， 应该来
说， 多数企业都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
我们迫切希望政府能通过监管将那些
不法经营者排斥在外，同时为行业健康
发展做出相关的规范。 ”张俊说。

互联网金融发力小贷
规模尚小发展迅速

本报记者 郭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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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融资难题
各地“对症下药”

规模小、无抵押物、信用度模糊等现实问题的存在，使得
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融资问题已经
成为关乎小微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环节。

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务院、发改委都做出重
要指示并进行了相关讨论。与此同时，各省也针对自身情况出
台各种举措，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山西：开通金融服务平台

近年来， 山西省先后出台了多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尤其是今年，省政府连续出台了 2 批共 27 条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措施。为了在金融机构与企业、项目之间搭建融
资的桥梁，山西省金融办开通了金融服务平台，企业可以登录
平台发布项目，寻找资金，金融机构可以登录平台寻找项目，
提供融资。晋城银行、尧都农商行、平安银行、鹏元资信评估公
司等金融机构从平台选取了 81 个企业进行对接。

不仅如此，各金融机构结合山西省实际，开发出一系列符
合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工商银行推出“商票+保理”、银
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预付款融资、标准厂房按揭贷款等新品
种和业务，丰富了客户融资渠道。晋商银行为小微企业量身定
做“信义贷”、“义融通”、“商立贷”等金融产品，为小微企业提
供 100—500 万元的小微贷款支持。

江苏：打造多元化融资担保体系

为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矛盾，江苏省金融机构
主动服务、强化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江苏省共成立了 ２７ 家科技支行和 ２ 家银行科技金
融服务中心，在贷科技企业中 ７０％以上为小微企业；并先后
成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４３ 家，累计发放贷款 ３３８ 亿元，累计
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约 ３０００ 户。

针对小微企业缺乏合格抵押物的融资瓶颈， 江苏着力打
造“资本结构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合作模式多样化、产品
服务专业化”的融资担保体系，并先后制定出台《江苏省融资
性担保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系列文件，规范担保行
业管理，提升服务小微企业水平。

此外， 江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规范有序
进入金融领域，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推出了“开鑫贷”
社会金融网络服务平台（试点），现已累计吸引支持全省小微
企业的社会投资共计 １０ 亿元，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从平台上获
取融资的成本不超过 １５％。 而通过设立村镇银行、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 已累计为 ３ 万户县域小微企业提
供了近 ２０００ 亿元贷款支持。

上海：“投贷保”联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为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继 2011 年推出“三个 10 亿
元”之后，2012 年，上海宣布进一步新增 20 亿元财政专项资
金，着力推进小微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投（VC、PE）、保
（保险、担保）、贷（银行、小贷公司）、引（政府引导）“四手联弹”
的金融创新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所谓“三个 10 亿元”，一是指设立总量规模为 10 亿元的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通过上海市有关国有投资公司投资参股
的形式支持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做大做强； 二是安排总量规
模为 10 亿元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商
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三是设立总量
规模为 10 亿元的投资专项资金，积极探索建立财政、国有投
资公司和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投贷”、“投保”联动机制。

此外，上海还以“张江”、“紫竹”和“杨浦”等国家级科技园
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重点， 对各商业银行在上述园区内发
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发生超过 3％以上部分的不良贷款
净损失，在相关银行实施尽职审查的前提下，由科技信贷风险
补偿资金负担 1 个百分点的风险损失。

山东威海：筹建首家“金融超市”

威海为破解融资难题，筹建了威海首家金融超市，为小微
企业选择金融服务提供“货比三家”的平台。 一是银企对接平
台；二是投融资平台；三是民间借贷平台，为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金融超市”集合了建行、工行、农行、
中行、中信等 12 家驻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创元、勇泰等 14 家
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公司，按照“超市模式”集中办公，为企业
和个人提供投资、融资、理财等一站式金融自选服务。 企业和
金融机构可实现最大程度的“各取所需”，政府也有了更为高
效的信贷管理服务平台。

四川阿坝州：四举措助力小微企业融资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四川阿坝州推出四项举措：一
是搭建银企对接平台。 州银监局会同州经信委举办银企对接
会 21 次，银企对接签约 102 户，签约金达 17926 万元。二是加
强小微企业服务。 走访小微企业 469 户， 走访达成融资意向
50137 万元，实际发放贷款 16109 万元，推出 6 个金融产品。
三是继续推动金融服务网点建设。 积极引导大型银行迁址的
支行改造为中小企业服务专营支行。 四是加大对“7·10”特大
山洪泥石流受灾企业灾损、贷款、恢复等情况的调查核实。 落
实州银监局、州经信委等部门着手起草受灾企业贷款的减免、
核销、展期、停息挂账等金融支持建议方案，帮助企业轻装上
阵，加快发展。

（以上文字由本报实习生刘军整理）

（上接第五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

思危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大
企业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小微企业是
血肉。 没有大企业，中国经济站不起
来，只有大企业，小微企业垮了，就成
了骷髅。 ”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诸多专家指
出， 只有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目前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依旧
缓慢。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
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从政策
层面来说，一是目前小微金融企业存
贷业务不挂钩，有存无贷或者有贷无
存，企业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二是
贷款限额虽然有所放开，但同样制约
了小微金融企业的发展；三是贷款利

率的限制对于风险定价有一定的干
扰。

呼吁监管层
真正放开市场管制
对于目前小微企业遇到的融资

难、税负重、劳动生产成本的增长超
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诸多难题，成
思危提出，“破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题，不能只依靠几家大型银行，应形
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社区银行
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良方”。

“由于社区银行的特点一是本身
就小，必然为小微企业服务；二是由
于在社区里失信的成本非常高；三是
新建的银行，负担比较小。 小额贷款
公司只能贷款，不能存，所以小微企

业贷款需要社区银行这样的一条中
间通道。 ”成思危解释道。

对于这一话题， 中国行政体制
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开发银行
顾问刘克崮认为，“中央应在机构改
革里明确地授予地方金融管理权。
从没有存款功能的小贷公司、信托、
担保，还有典当类的小微基层开始，
逐渐往上走，稳妥之后，再适当地放
到城市的社区银行、 农村的村镇银
行”。

裕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目前， 小额贷款公司还存在诸多问
题，如未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
位。 目前，由于诸多限制问题的存在，
小额贷款公司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
外，无法获得同业拆借利率的资金补
充，无法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成

本。 同时，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纳入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无法获得信
息， 加剧贷款业务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提高了交易成本。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
心特聘研究员邓燕飞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述了他的观点：政府部门
应该制订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法，对
贷款予以法律保护； 根据各省各地
区具体情况， 制订并落实对小额贷
款公司的减免补贴优惠政策， 还应
加强对农户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此外， 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情
况，适度拓宽融资渠道，并将小额贷
款公司纳入征信系统并加快建设良
好的信用环境， 理顺和完善监管体
系，建立“宽松、灵活、有序的监管体
系”。

“微金融”破局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