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1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05邮箱：cen_finance@163.com金融·投资

从各项工作的节奏来

看，银行破产条例与民营银

行的推出紧密相关。

在日前召开的 2014 年
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

上，关于民资办银行的内容

备受关注。主要内容包括拓

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渠道和方式，试办由纯民

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做好

试点制度设计，强调发起

人资质条件，实行有限牌

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

立风险处置安排；首批试

点 3 家至 5 家，成熟一家
批设一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

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表示，民营银行应该在存

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制

度 先 行 完 善 的 情 况 下 设

立。

自去年启动“尝试由民

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

的民营银行”以来，浙江、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大型

民营企业已有 17 家向监管
当局提交了发起成立民营

银行的意向申请，主要有

温 州 商 会 发 起 的 温 商 银

行，苏宁云商发起的苏宁

银行，北京中关村发起的

中 关 村 银 行 以 及 腾 讯 控

股、阿里巴巴发起的民营

银行。重庆由力帆和隆鑫

共同发起的“重庆渝商银

行”也正式向银监局提出

了申请。民营银行这一金

融改革的新生事物，已经

蓄势待发，喷薄欲出。

专家指出，在相关配套

措施完善之后，民营银行

的 试 点 和 设 立 会 正 式 铺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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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去年下半年开始，继第三方支付、电商小贷及 P2P网贷等
互联网金融形态之后，帮助筹资者直接面向大众筹资的平台，

即众筹网站也在快速发展。

“2011年成立以来，我们第一年只有 20多个项目，第二年
大概 80个，第三年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的趋热，整个行业被
更多人熟知，项目迅速达到了 200个。”追梦网相关负责人陈
卫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追梦网的情况只是中国众筹融资行业的一个缩影。根据

记者统计，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已经涌现了包括众筹网、点名

时间、天使汇、大家投等在内的 10多家众筹网站。其中，点名
时间等 3家已经成功拿到第一轮融资。

面临非法集资红线

“众筹属于公开向不特定人群公开募集资金，很容易涉嫌

非法集资。如果以原始股权作为回报，相当于吸引大家一块儿

开公司，又容易碰到《公司法》的雷区。因为《公司法》规定，非

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 200人。”互联网资深律师赵占
领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创业企业融资法案》，在
对众筹的最高筹资金额、投资者的最高投资金额等做出限制

的背景下，增加了对于众筹的豁免条款，这使得创业公司可以

众筹方式向一般公众进行股权融资。

而在陈卫邦看来，美国的这一做法已经有些滞后，欧洲很

早就已经放开了众筹的限制，英国甚至根本没有非法集资的

罪名，人们可以像买股票一样买众筹，然后坐等公司的分红等

收益，有一家网站甚至已经被称为“下一个纳斯达克”。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显然不允许的。去年，有公司通过淘宝

销售原始股份，不到一天就募集资金 80万元。证监会迅速做
出回应，将这种利用淘宝网、微博等互联网平台擅自向公众转

让股权、成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行为定性为一种新型的非

法证券活动。

实物回报只为“圆梦”？

虽然受到政策的限制，众筹网站还是在国内外顽强壮大

起来。像早期的美国 Kickstarter那样，追梦网、点名时间等一
些中国众筹网站不以现金或者股权作为投资回报，而是根据

投资者的出资金额为其制定不同特色的实物回报。

《中国企业报》记者随手点开了追梦网上一个名为“《Ah!
love》绘本及周边”的项目，目前已经得到了 79名网友的支持，
筹集到了 1.2万元。根据投资 40元档到 1314元档共计 6种
情况，为投资设计了从贴纸到手绘原作在内的 6种实物回报
方式。

陈卫邦坦承，从投资角度来讲，相比股权或者资金回报的

方式，实物回报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显然要小，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众筹的发展。

“这种说法可能不接地气。我们主要是为有梦想的人服务

的，包括投资者，他们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是帮助发起人圆

梦，实物回报的方式，也是分享了发起人的梦想。”陈卫邦表

示，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都有可能为他人某个项目触动而给

予资金支持。

追梦网并非个案。记者还发现，实物众筹网站还在朝着更

加细分、专业的领域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吸引领域内的发烧级

用户来投资。例如，淘梦网，主要是针对电影甚至微电影领域

的创意项目，投资者可以获得电影门票甚至冠名；雷峰网，主

要是针对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众筹项目，投资者可以获得相应

的创意产品。

股权众筹吸引天使投资

虽然实物回报的众筹网站在行业数量上占据多数，股权

作为回报方式的众筹网站在融资金额上却具有绝对优势，代

表企业包括天使汇和大家投。

天使汇主要是面向于各投资公司及天使投资人的众筹平

台，成立于 2011 年，目前登记创业者 22000 多个，登记项目
7000 多个，被审核通过可进行信息披露的项目有 900 多个，
完成融资的项目 70 多个，融资规模达 2亿多元。

不仅是天使汇，记者在大家投首页看到，许多项目的融资

目标通常都在 50万以上，远在追梦网平均每个项目不到 2万
元的水平之上。例如，一个名为“月光宝盒———APP无线下载
终端”的项目，融资目标更是高达 150万，已经完成了 51%的
进度。

“这类股权众筹实际上吸引的是天使投资，也有的鼓励一

般人做天使投资，通过设置领投人，由专业的天使投资人领

投，其他投资人做业余天使投资人跟投。单笔投资额度高，通

常可以在达到 200名投资者之前完成融资目标。”有要求匿名
的人士告诉记者。

而需要指出的是，引入天使投资的情况下，网站上的项目

更多的还是展示作用，具体投资的洽谈和协议的签订最终通

过线下实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众筹网站。

这位人士还对《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对于非上市公司

股东不能超过 200人的规定，也是有很多方式规避的。例如，
可以将部分投资者通过合同成立合伙公司，然后整体作为一

个投资人参加投资，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人数上限。

本报记者 郭奎涛

圆梦 OR融资？

近日召开的 2014 年人民银行工

作会议指出，今年将全面深化金融改

革，努力在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实现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已然对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如何进一

步激发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是下一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工作的

重中之重。

专家指出，存款利率市场化、资本

项目的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

完善金融监管等是 2014年金融改革

的重点领域，而“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改革将联动。

据了解，2014年自上而下的金融

改革措施出台会集中在较为成熟的

领域：预计存款保险制度将择机推

出；金融业对内开放程度进一步提

高；优化银行治理体系，影子银行阳

光化运行；优先股发行启动；允许地

方规范、透明举债，以更加市场化的

融资方式来取代以前土地财政为主

的融资模式。

而同时，自下而上的地方金融改

革试点也会加快进行，比如推动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的试点、粤港澳金融一

体化、新疆地区对中亚地区开放等

等，其中获得的一些金融改革创新的

成功经验将会较快固化成自上而下

的政策予以推广。

2014中国金改“快跑”
本报记者王莹 中国式众筹的

折中式生存

1996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放开意
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道路正式开启，

此后央行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

款，后存款”的改革路线图，历经 17年，
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利率的

市场化改革。2013年央行决定全面放
开贷款利率后，实现利率市场化就只

剩下存款利率放开最后一道藩篱。

“由于贷款利率普遍上浮，完全放

开贷款利率下限不会对金融市场带来

重大冲击，下一个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是激活存款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潘向东表示，短期存款对利率上浮区

间放开比较敏感，中长期存款比较稳定。

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

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逐

步扩大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

直至最终放开利率上浮区间限制。

潘向东指出，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是

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

最难的一步。目前正按照“先长期后短

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方式循序渐进。

而央行 2013 年以来推进利率市
场化的系列动作中，真正触及存款利

率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则是 2013年 12
月 19日发布的《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
法》，该办法明确，存款类金融机构可

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公开发行或定向

发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发行价格等

以市场化方式确定。

在此基础上，多位业内人士均表

示，2014 年整个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或
将迈出非常关键的一步。

金改快进键

潘向东预计，2014年将继续推动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

交易可兑换程度。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

问题，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
格，增加投资额度。

近日，英国安石集团成为香港以外唯

一一家获得投资中国市场牌照的海外公

司。尽管拿到的额度仅为 10亿元人民币
左右，但这是首次由中国向一家西方资

产管理公司提供投资股市和债市的敞

口。

英国是亚洲以外唯一已签订 RQFII

协议的区域，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

坡此前已有类似的额度协议。由此，安石

成为香港以外唯一一家宣布获得投资牌

照的海外公司。

英国已经尝到了中国开放资本账户

的“头口汤”，德国和卢森堡等人民币离岸

市场也跃跃欲试。有专家判断，未来数月

内，将陆续有更多像安石集团这样的外资

资产管理公司获得 RQFII的经营权。
潘向东称，“未来条件成熟时，取消

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

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表

示，银监会正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

产条例。未来要让市场说话、让资本

说话，如果商业银行最后资不抵债，

就会退出。

有业内人士透露，按照 2013年
利率市场化的前进速度，今年内银

行破产条例很可能推出。

允许银行破产是利率市场化的

准备工作，当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

对资金的渴求和吸储压力将推高存

款利率，带来的是储户回报的增长和

社会福利的提升。同时，银行破产也

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和

日本实现利率市场化后，均出现了小

银行倒闭的现象，美国实行利率市场

化后 5年内有上千家银行破产。
早在 2007年 12月，国务院法制

办就开始酝酿起草关于银行业破产

的条例，2009年完成基本稿。彼时，
由于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破产条

例随即暂停。直到 2011年，《银行业
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起草再次重

启，并在监管层内部达成了比较一

致的思路。

近年来，银行业垄断频遭诟病，

因垄断获得的高利润受到社会关

注。允许银行破产倒闭，意味着国家

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兜

底。作为企业，应该彻底去除银行的

国家信用隐性担保，建立存款保险

制度并允许银行破产。

潘向东指出，为保证利率市场化改

革的平稳推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存款保险制度今年会尽快

推出，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也有

望进一步扩大和放开。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

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

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

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

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

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

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

全部存款。

此次召开的央行会议传出消息称，

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央行副行长易纲此前表示，有关部门正

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存款保险制度相关方

案，目前条件基本成熟，可以考虑抓紧出

台。

包括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

内的国内专家均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

建立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

2014年是改革之年，预计存款保险制度
将会很快推出。甚至更有乐观的人士预

计，存款保险制度最快将在今年上半年

推出。

银河期货宏观分析师赵先卫则认为

这一制度的推出可能会在下半年，因为

银行现在只发行了大额存单，还没有发

行大额可转让存单，大额可转让存单发

行之后，可能才是真正的存款保险制度

的推行。

放开存款利率管制箭在弦上

银行破产条例或年内出台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快推进

存款保险制度或下半年出台

民营银行实行有限牌照
首批试点 3—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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