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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地方金融机构应发力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任明杰

温州被称作全国民营经济的 “晴雨

表”。

50

多万家中小企业集聚在这片仅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温州

97%

的企

业都是民营企业， 并创造了全国知名的

“温州模式”。 用温州市经信委企业发展

处处长吴登靠的话说，“温州可谓全民皆

商，几岁小孩子脑瓜里都有创业基因”。

温州一度也遇到转型 “阵痛期”。

2011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温州爆发

民间借贷风波。由于无力偿还债务，企业

间互保联保严重， 当时温州有上百家企

业倒闭，甚至频发企业老板跑路现象。

因此， 温州对今年民营经济遭遇的

问题有更深的体会。 温州市金融办副主

任余谦说，今年全国一些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其实就是温州民营

企业在

2011

年遇到的问题。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

周德文说， 在

2011

年温州民间借贷风波

后，很多温州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所以对

中小企业有惜贷、压贷、抽贷现象，中小

企业融资越来越难。 今年，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已开始蔓延到一些规

模以上企业和上市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此次调研的温州

企业中， 既有藏身于居民住宅区的小企

业，也有位于工业园区的大公司；既有员

工仅

50

人的小企业， 也有年销售额

12

亿

元的大公司。不管是小企业还是大公司，

这些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

题———“融资难、 融资贵”。 银行门槛太

高，公司自身担保物不足，这是上述问题

共同的症结。

海派医药副总经理何光亮说：“我们

的企业年销售额有十多亿元，总资产近

6

亿多元，但融资还是比较难。我们同多家

银行都谈过，但真正能授信的不多。公司

8

月开始想做一笔

4000

多万元的抵押贷

款，找了两家银行，到

11

月授信还没有批

下来。 ”不过，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频出后，何光亮明显感觉到了变化，最近

公司的贷款有了进展， 还有银行直接上

门跟公司沟通。

即使像海派医药这种规模的企业，

也主要是依赖地方股份制银行贷款，规

模更小的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 有些公

司一直在使用自有资金发展， 即使每年

营收

1.5

亿

-2

亿元左右，也从未在银行贷

过款。 还有公司主要依赖企业老板用房

产抵押获得贷款。

经过了

2011

年的温州民间借贷风

波， 明显能感觉温州企业家在融资方面

更谨慎。 一位经历过抽贷并因连带担保

损失了

800

万元的温州企业老板说：“从

2011

年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开始， 我就再

也不敢贷一分钱， 争取未来三年先把

2009

年的一笔贷款还完。 ”

“小微企业贷款少而广， 对大银行

来说成本太高。 ”余谦认为，应扶持地方

金融机构，使城商行、农商行和民营银

行等地方金融机构成为服务小微企业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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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 外部监督

“温州样本”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任明杰

多年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 2015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定向小微企业，有关部门通过MPA考核的

形式督促银行业完成小微贷款总量。 今年以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探索，正在围绕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展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温州市调研发现，当地通过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由政府为小微企业增信，与银行共担风险，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小微企业缺乏足够抵押物这一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问题。 在温州等地成功实践基础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7月底成立，

新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在路上。

信保基金借鉴台湾模式

实际上，在温州信保基金成立之前，同处浙江的台

州已经率先成立了信保基金。 2014年11月24日，台州市

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首期规模5亿元，

其中政府出资4亿元，台州银行等7家银行出资1亿元。

数据显示， 截至9月末， 台州信保基金累计承保

14545笔，金额185.93亿元，服务市场主体9709家；在

保余额66.19亿元，实现了首期出资规模的十倍放大。

台州信保基金是目前浙江规模最大的服务小微企业

的担保机构。

今年10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向世文带领调研组，赴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

金运行中心调研，就推进加快形成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均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

信保基金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石油危机引

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台湾中小企业成本上

升、出口受阻、资金周转困难，又受制于缺乏担保物等

问题，无法通过融资抵御经济寒冬。于是，1974年台湾

拨款2亿元新台币作为垫资，占全部出资额的60%，设

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台湾信保基金的运作，一是政府充当信保基金主

要发起人； 二是充当信保基金主要出资人。 余谦说：

“台湾信保基金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商业银

行要让利，台湾从政府层面鼓励商业银行从每年盈利

中拿出20%注入信保基金；二是银行要承担一部分风

险， 所以我们在设立信保基金时也要求银行要承担

20%的风险。 ”

我国台湾地区信保基金的运作也借鉴了国外经

验。 实际上，小微企业的禀赋决定了“融资难、融资

贵” 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 从国外成熟经验看，

由政府牵头成立信保基金，为企业进行增信、与银行

分担风险是通行的办法。 例如，美国主要由小企业管

理局提供贷款援助，以担保方式使银行为中小企业提

供贷款。日本则主要由政府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

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援助， 还成立了 “信用保证协

会” 和“中小企业信用公库” ，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

在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基础上，台州和温州均

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创新。 例如，台州信保基金在风控

上采用银行推荐与自身审核的双结合模式，在业务开

展上简化信保小额贷款审核模式，在服务对象上扩容

增面，户均金额不断下降。

由于信保基金中政府的出资比例高达80%，基金

实际上相当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事业单位。如何确

保信保基金在政府的体制里面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

很多地方的信保基金在运营时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跟台州信保基

金模式又不太一样，比如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台州信

保基金总经理是台州金融办领导兼任的，我们则通过

社会招聘， 专门聘用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个副行

长，走更专业化的道路。 ”

认清融资困局

日前， 温州小企业主李明实现了在银行贷款

“零”的突破，成功贷款1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他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之前跟银行打过很多次交

道，一直希望通过贷款拓展业务，但由于没有抵押物，

总是吃‘闭门羹’ 。 ”

在被称作“制造业之都” 的温州，像李明这样的

小企业主还有很多，他们数量庞大，为温州市经济发

展贡献大量税收、吸纳大量就业，却因为有效抵押物

不足、信用等级低等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银行获得

低成本资金， 时常因资金短缺而导致业务发展受限，

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在温州商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日丰打火机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小微企业没有信用贷款，都是抵押贷款。 如

果没有厂房的话，根本没法贷款。即使贷了款，如果短

贷长投，企业也承受不起。 ”

不但融资难，而且融资贵。 温州市经信委企业发

展处处长吴登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便小微

企业有不动产进行抵押，银行还会要求小微企业给抵

押物买保险，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

小微企业的融资负担。 ”

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

金融业务工作人员王刚（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银行也要考虑风险收益比， 小微企业普遍规模

小、经营风险大、财务不透明、管理不规范。 如果没有

足够的抵押物，银行根本不敢放款。 ”

温州小微企业的处境是全国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 问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破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招商证券认为，从历史经验看，“定向放水+强化

考核” 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资金流向小微企

业，但效力有限（商业银行难以被激励）、副作用很多

（资金外溢催生泡沫），并且极其不稳定。

王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有关部门要求

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 很多银行

就通过一些中间业务，比如让小微企业购买银行的理

财产品等，把让利找回来。 ”

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 的困局成为重要课题，而温州的

经验是政府介入，为企业增信，为银行分忧。 2015年2

月，温州市政府牵头，设立了初设规模8.5亿元、首期

出资5亿元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同年10月，温

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 正式开

展信保业务。

“温州信保基金是由政府和银行按照4:1的比例出

资组建的，一方面，由政府给小微企业增信，解决企业没

有抵押物、无法贷款的难题；另一方面，由政府兜底大部

分风险，解决了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 ”温

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信保基金累计担

保2468户，金额47.16亿元；承保户数1275户，余额

25.72亿元；净资产增值到3.22亿元；累计代偿仅32

万元，损失为零。 “整体风险把控得非常好，到目前

为止只有一笔80万元的贷款出问题。 ” 余谦表示。

他介绍，在信保基金担保的贷款里，有1/3的企业

是首次贷款客户。 而李明正是通过信保基金担保，在

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从银行获得贷款。

地方经验值得推广

2014年11月下旬， 台州市正式启动运行信保基

金。 次年10月，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

心成立。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发现，2014年前三季度，温

州 市 金 融 机 构 月 末 本 外 币 贷 款 余 额 始 终 在

7200-7300亿元的低谷波动。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2014年上半年，企业对工业投入趋于谨慎，工业

性投资同比仅增长1.2%。

在2014年的一次企业座谈会上， 黄发静向温州

市领导指出当时温州银企关系：“一些银行对有贷款

或互保担保链上比较好的企业也‘苦苦相逼’ 。 在银

行与企业博弈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干脆就抱着‘债多

不怕’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想法。 ”

信保基金在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为成立国家

级的信保基金积累了经验。今年3月，高层决定由中央

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分析人士认

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成立是我国支持普惠金融发

展的重要举措， 将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三

农”和创业创新。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此前在介绍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的情况时，特别提到了信保基金在台州市和温

州市的成功实践：“将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运作，

也需要建立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增信对

企业增贷之后，长远来看难免出现一些风险，怎么办？

按照我了解的情况，现在做得好的一些地区，比如浙

江台州、 温州成立的政府担保基金， 出了风险之后，

80%、65%先由担保基金承担，剩下的20%、35%由银

行承担，实现风险共担、利益捆绑。 ”

今年7月底，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首期注册资本661亿元。财政部为该公司第一大股

东，持股45.39%，其余还有20家银行、保险等机构入

股，持股比例从约0.15%至约4.54%不等。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后必然面临许多新的

课题：如何确保风险和收益？如何进行监管运营？对

此，王毅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管理的定位是准

公共服务产品，市场化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风

险防控方面，基金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财政

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构建与担保公司、商业银

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并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切实防

控运行风险。

浙江（台州）小微金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信保

基金的运营，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实行市场化运

作，运用金融市场工具管控风险。 可视当地资本市场

及金融产品的发展状况，探讨未来通过再保险、出售

贷款或贷款组合证券化的形式减少贷款风险敞口。此

外，作为政府主要出资且非营利性的组织，信保基金

的运作应确保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做好信息披露，接

受外部监督。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信保基金是给

小微企业的一种增信措施，整体出现风险的概率还是

比较小的。 个别也会有风险，但损失并不是说完全由

政府买单，基金可以通过企业资产处置等多种方式降

低风险。

监管问题亟待解决

从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的设立，信保基金能否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形成燎

原之势？“这是肯定的，因为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在

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政府进行增信，纯市场

化道路很难走通。 ”余谦表示。

不过，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模式能否在其他地

区大面积复制还取决于各地财政实力。 连平说：“地

方政府层面的信保基金用的是地方财政的钱，而且是

地方财政出大头。 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

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 ”

对此， 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单纯靠地方

政府财政资金承担80%的兜底责任，对于很多财力有

限的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捉襟见肘。我觉得国家财政也

应出一些钱来支持地方的担保基金。 ”

另外，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商业银行让利也

有利于分担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促进信保基金可持续

发展。但是，从台州和温州实践看，目前响应信保基金

的以当地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

余谦表示：“在商业银行原来的贷款理念中，全

部风险是要由企业承担的， 所以必须有抵押物或担

保。即使政府兜底80%的风险，目前还是只有1/3的银

行参与信保基金，很多银行即使只承担20%的风险还

是有顾虑。 ”

连平认为，要用国家信用、财政补贴形成国家支

持民营经济的增信体系。现在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规

模还应进一步扩大，再把保险、不良资产处置等整个

体系做起来，这在国外也有成功经验。

王刚认为，要为小微企业增信，仅由政府牵头成

立信保基金是不够的，还需工商、司法等部门配合，加

强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如加大对逃废债的惩处力

度。否则，政府一味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进行兜底，反

过来也会加大自身的风险。

“比如，在给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我们发

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贷款流向问题，因为眼下很多小

微企业净利润率还不如贷款利率高，所以即便把钱贷给

企业，也不会投入到生产中，而是拿去投资房地产、放高

利贷，而这个是很难进行监管的。 ”王刚表示。

恒大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 要加快完善社

会征信体系建设。 小微企业信息相对分散且价值密度

低，搜集起来相对困难，需由政府主导小微企业的征信

系统建设工作，将分散于各个部门、行业、地区的信息

整合起来。 同时，还要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

全面覆盖我国小微企业的信息共享体系， 并定期披露

失信企业黑名单。 还应加快制定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

评级制度，大力发展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机构。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 外部监督

“温州样本”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主）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任明杰

多年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 2015年以来，央行多次降准定向小微企业，有关部门通过MPA考核的形式督促银行业完成小微贷款总量。 今年以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探索，正在围绕如何建

立长效机制展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温州市调研发现，当地通过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由政府为小微企业增信，与银行共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缺乏足够抵押物这一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问题。 在温州等地成功实践基

础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7月底成立，新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在路上。

认清融资困局

日前，温州小企业主李明实现了在银行贷款“零”的突破，成功贷款100万元，解决了燃眉之急。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之前跟银行打过很多次交道，一直希望通过贷款拓展业务，但由于没有抵押物，总是吃‘闭门羹’ 。 ”

在被称作“制造业之都”的温州，像李明这样的小企业主还有很多，他们数量庞大，为温州市经济发展贡献大量税收、吸纳大量就业，却因为有效抵押物不足、信用等级低等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时常因资金短缺而导

致业务发展受限，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在温州商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对此深有感触。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微企业没有信用贷款，都是抵押贷款。 如果没有厂房的话，根本没法贷款。 即使贷了款，如果短贷长投，企业也承受不起。 ”

不但融资难，而且融资贵。 温州市经信委企业发展处处长吴登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便小微企业有不动产进行抵押，银行还会要求小微企业给抵押物买保险，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融资负担。 ”

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工作人员王刚（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银行也要考虑风险收益比，小微企业普遍规模小、经营风险大、财务不透明、管理不规范。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押物，银行根本不敢放

款。 ”

温州小微企业的处境是全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招商证券认为，从历史经验看，“定向放水+强化考核”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资金流向小微企业，但效力有限（商业银行难以被激励）、副作用很多（资金外溢催生泡沫），并且极其不稳定。

王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有关部门要求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很多银行就通过一些中间业务，比如让小微企业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等，把让利找回来。 ”

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长效机制，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成为重要课题，而温州的经验是政府介入，为企业增信，为银行分忧。 2015年2月，温州市政府牵头，设立了初设规模8.5亿元、首期出资5亿元的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

金。 同年10月，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正式开展信保业务。

“温州信保基金是由政府和银行按照4:1的比例出资组建的，一方面，由政府给小微企业增信，解决企业没有抵押物、无法贷款的难题；另一方面，由政府兜底大部分风险，解决了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 ”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余

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信保基金累计担保2468户，金额47.16亿元；承保户数1275户，余额25.72亿元；净资产增值到3.22亿元；累计代偿仅32万元，损失为零。“整体风险把控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笔80万元的贷款出问题。”余谦表

示。

他介绍，在信保基金担保的贷款里，有1/3的企业是首次贷款客户。 而李明正是通过信保基金担保，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从银行获得贷款。

信保基金借鉴台湾模式

实际上，在温州信保基金成立之前，同处浙江的台州已经率先成立了信保基金。 2014年11月24日，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首期规模5亿元，其中政府出资4亿元，台州银行等7家银行出资1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台州信保基金累计承保14545笔，金额185.93亿元，服务市场主体9709家；在保余额66.19亿元，实现了首期出资规模的十倍放大。 台州信保基金是目前浙江规模最大的服务小微企业的担保机构。

今年10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向世文带领调研组，赴台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调研，就推进加快形成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均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信保基金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因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台湾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受阻、资金周转困难，又受制于缺乏担保物等问题，无法通过融资抵御经济

寒冬。 于是，1974年台湾拨款2亿元新台币作为垫资，占全部出资额的60%，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台湾信保基金的运作，一是政府充当信保基金主要发起人；二是充当信保基金主要出资人。 余谦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最核心的有两点：一是商业银行要让利，台湾从政府层面鼓励商业银行从每年盈利中拿出20%注入信保基金；二是

银行要承担一部分风险，所以我们在设立信保基金时也要求银行要承担20%的风险。 ”

我国台湾地区信保基金的运作也借鉴了国外经验。实际上，小微企业的禀赋决定了“融资难、融资贵”是全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国外成熟经验看，由政府牵头成立信保基金，为企业进行增信、与银行分担风险是通行的办法。例如，美国

主要由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贷款援助，以担保方式使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日本则主要由政府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援助，还成立了“信用保证协会”和“中小企业信用公库” ，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在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基础上，台州和温州均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创新。 例如，台州信保基金在风控上采用银行推荐与自身审核的双结合模式，在业务开展上简化信保小额贷款审核模式，在服务对象上扩容增面，户均金额不断下降。

由于信保基金中政府的出资比例高达80%，基金实际上相当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个事业单位。 如何确保信保基金在政府的体制里面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很多地方的信保基金在运营时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跟台州信保基金模式又不太一样，比如在市场化运作方面，台州信保基金总经理是台州金融办领导兼任的，我们则通过社会招聘，专门聘用浙商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个副行长，走更专业化的道路。 ”

地方经验值得推广

2014年11月下旬，台州市正式启动运行信保基金。 次年10月，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成立。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发现，2014年前三季度，温州市金融机构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始终在7200-7300亿元的低谷波动。 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企业对工业投入趋于谨慎，工业性投资同比仅增长1.2%。

在2014年的一次企业座谈会上，黄发静向温州市领导指出当时温州银企关系：“一些银行对有贷款或互保担保链上比较好的企业也‘苦苦相逼’ 。 在银行与企业博弈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干脆就抱着‘债多不怕’ 、‘死猪不怕开水烫’ 的想

法。 ”

信保基金在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为成立国家级的信保基金积累了经验。 今年3月，高层决定由中央财政发起、联合有意愿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成

立是我国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将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三农”和创业创新。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此前在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情况时，特别提到了信保基金在台州市和温州市的成功实践：“将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运作，也需要建立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增信对企业增贷之后，长远来看难免出

现一些风险，怎么办？ 按照我了解的情况，现在做得好的一些地区，比如浙江台州、温州成立的政府担保基金，出了风险之后，80%、65%先由担保基金承担，剩下的20%、35%由银行承担，实现风险共担、利益捆绑。 ”

今年7月底，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首期注册资本661亿元。 财政部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45.39%，其余还有20家银行、保险等机构入股，持股比例从约0.15%至约4.54%不等。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后必然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何确保风险和收益？如何进行监管运营？ 对此，王毅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管理的定位是准公共服务产品，市场化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 在风险防控方面，基金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

形式，财政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构建与担保公司、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并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切实防控运行风险。

浙江（台州）小微金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信保基金的运营，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实行市场化运作，运用金融市场工具管控风险。 可视当地资本市场及金融产品的发展状况，探讨未来通过再保险、出售贷款或贷款组合证券化的形式减

少贷款风险敞口。 此外，作为政府主要出资且非营利性的组织，信保基金的运作应确保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做好信息披露，接受外部监督。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信保基金是给小微企业的一种增信措施，整体出现风险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个别也会有风险，但损失并不是说完全由政府买单，基金可以通过企业资产处置等多种方式降低风险。

监管问题亟待解决

从台州和温州的成功实践，到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设立，信保基金能否复制到全国其他地区，形成燎原之势？“这是肯定的，因为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在没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政府进行增信，纯市场化道路很难走通。 ”余谦表示。

不过，台州和温州的信保基金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大面积复制还取决于各地财政实力。 连平说：“地方政府层面的信保基金用的是地方财政的钱，而且是地方财政出大头。 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 ”

对此，余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单纯靠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承担80%的兜底责任，对于很多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确实捉襟见肘。 我觉得国家财政也应出一些钱来支持地方的担保基金。 ”

另外，借鉴台湾信保基金模式，商业银行让利也有利于分担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促进信保基金可持续发展。 但是，从台州和温州实践看，目前响应信保基金的以当地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

余谦表示：“在商业银行原来的贷款理念中，全部风险是要由企业承担的，所以必须有抵押物或担保。 即使政府兜底80%的风险，目前还是只有1/3的银行参与信保基金，很多银行即使只承担20%的风险还是有顾虑。 ”

连平认为，要用国家信用、财政补贴形成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增信体系。 现在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规模还应进一步扩大，再把保险、不良资产处置等整个体系做起来，这在国外也有成功经验。

王刚认为，要为小微企业增信，仅由政府牵头成立信保基金是不够的，还需工商、司法等部门配合，加强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如加大对逃废债的惩处力度。 否则，政府一味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进行兜底，反过来也会加大自身的风险。

“比如，在给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贷款流向问题，因为眼下很多小微企业净利润率还不如贷款利率高，所以即便把钱贷给企业，也不会投入到生产中，而是拿去投资房地产、放高利贷，而这个是很难

进行监管的。 ”王刚表示。

恒大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小微企业信息相对分散且价值密度低，搜集起来相对困难，需由政府主导小微企业的征信系统建设工作，将分散于各个部门、行业、地区的信息整合起来。 同时，还要结合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全面覆盖我国小微企业的信息共享体系，并定期披露失信企业黑名单。 还应加快制定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大力发展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