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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对

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不容否认，近年来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高质

量发展方面有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短板和差距，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匹配”：

一是银行服务体系结构与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结构不匹配，二是

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特点与银行传统信贷审批模式不匹配，三是银行信贷供

给能力与实体经济需求量不匹配。

从美国、欧洲、日本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有以下经验：一是要多方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二

是各类银行各展所长，发挥合力；三是在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

上，注重加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能力；四是提前介入、识别扶植有前

景的初创企业；五是以科技手段革新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能力。

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在理念、产品和服务、

技术、扩量和降价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创新，但创新中仍然面临着不少

外部困难：一是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最后一跃，难以通过创新实现风险与收

益的匹配；二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理相对规范，信息相对透明，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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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商业银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商业银行提出新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加，服务

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1.7%，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5.5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已超过 1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2%，增速比全部工业投资高 8.4个
百分点，引领趋势越发突出，带动作用更为强劲。与此同时，服务业已成为

银行的风险偏好易形成惯性思维；三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如

信息不对称等难题难以破解，担保体系建设不到位等；四是对商业银行产品

创新如何及时合理监管缺乏经验，致使为新产业、新动能企业提供综合金融

服务受到限制。

基于分析，本报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议

加快科创板基础设施建设，以科创板带动整个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探索和发

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简化中小企业上市审批流程，同时打通不同层次市

场之间的转板通道，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二是引导建立银行业差异化服务格局。引导大型银行加快转型，敦促

区域银行回归本源、回归本地，建立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

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开放型银行建设等。三是优化商业银行外部生态

环境。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并轨”改革，健全完善 LPR机制；健全完善小

微企业立法体系；完善基础数据系统，加快担保体系建设；加强政策保障，

缓解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引导各类企业健全财务约束机制，减少对银行

信贷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商业银行 经济转型 利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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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企业的主力军、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和税收增长的主要来源，2018年，中

国服务业就业人数约占就业总人数的 45%；日均新增企业达到 1.8万户左右，

其中80%属于服务业；服务业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连续8年达50%以上。

展望未来，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中国制

造业 2025规划”为指引的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将实现快速增

长，并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数个

十万亿元产值的新支柱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这意味着商业银

行要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与传统重资产企业相比，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企业具

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资产运营更趋轻型化。重资产企业一般具有庞大的有

形资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创新型的和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甚至是

只有运营总部而没有生产车间的网络企业或虚拟企业，服务业企业则是一些

偏消费性的、服务性的企业。二是生产方式更趋个性化。传统重资产企业是

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服从规模经济的要求；而高端制造业企业是以互联网

为基础的、智能化的个性化定制方式。三是组织方式更趋小型化。传统重资

产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属于集中生产、全球分工；而服务业企业主要以小微、

民营企业为主，组织方式呈现小型化、专业化、扁平化特征。四是技术运用

更趋网络化。随着服务一体化进程加快和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互联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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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投资增速及占比 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Wind。

注：国家统计局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不公布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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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供应链+金融”、“生态+金融”、“产业+金融”等模式不断涌现，高端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多成为连接着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中央处理器”，

并在更高的维度上打通行业壁垒、整合产业格局。

因此，新产业、新动能的培育和发展，对银行信贷模式转型提出了新的

要求，以往为大客户、大企业、重资产行业服务的抵押型信贷模式已难以为

继，亟需商业银行进行转型。另外，与传统重资产客户着重于“稳定性”和

“当前价值”不同，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客户更关注“成长性”和

“未来价值”，因此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专业性更高，也需要商业银行能够

提供“信贷+非信贷”、“股权+债权”、“表内+表外”、“境内+境外”、产业基金

等轻型金融服务。这要求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类融资服务的同时，加大财务

顾问、基金资管、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债转股等综合融资服务的供给。

（二） 商业银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1. 商业银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不容否认，近年来商业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8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41.8万亿元，其中企业①贷款余额

89.03万亿元，占比为 62.79%，在企业贷款中，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分布

为 4∶6，固定资产投资和经营性贷款的比例是 1∶1；住户贷款余额 47.9万亿

元，占比为33.78%，其中经营性贷款和消费类贷款的比重为1∶4。
从大中小型企业的贷款增速来看，近年来央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

口径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效果已逐步显现。2010年以来，小微企业贷

款增速始终高于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贷款增速。2018年末单户授信 1000万
元以下的普惠小微贷款全年新增 1.23万亿元，是上年的 2.3倍，余额增速为

15.2%，同比提高 8.2个百分点。截至 2019年 5月末，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余

额是 40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8%，前五个月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发放公

司类贷款的 51.48%。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① 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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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比各项贷款增速高3.61个百分点。

但从行业分布来看，传统行业仍是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投入最多的领

域。其中，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是主要投放领域。

2018年，房地产业贷款及个人住房贷款新增占大型商业银行全部新增贷款

的 50%以上。

2. 商业银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与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变化相比，商业银行在金

融供给方面的调整步伐则稍显滞后。由于金融供需结构的这种不匹配，再叠

加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滞后，金融监管能力不适应金融市场变化等因素，

商业银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足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不匹

配”：

（1）银行服务体系结构与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结构不匹配

从银行体系结构来看，大中型银行占主导地位，区域金融机构比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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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主要行业分布 单位：%

注：2017年起行业数据不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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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不少区域金融机构本身又存在不足，一是实力偏弱，二是管理欠规范、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金融供给和需求错配、竞争激烈与服务短缺现象

并存。2018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达到 4588家，拥有物理网点 22.86
万个，其中，仅六家大型银行的营业网点就超过 10万个，占比达 47%。大型

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资产总额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57%。同期，包括城

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在内的区域性银行占比仅为 26%。与此同时，各

类金融机构也都在力争做大做强，出现了全国性银行向海外发展，区域性银

行向全国及海外发展，地方性银行向区域性及全国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向

城市发展的趋势。比如，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现有 1000多家，其中大部分都开

展了省内跨区域经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广泛运用之后，许多农村商业银行

开始借助联合贷款等模式实现跨区域经营，逐步从地方银行走向区域性银行，

并表现出贷款垒大户的倾向。再比如，自从 2006年城市商业银行第一家异地

分行开业以来，在追求规模效应的驱动下，城市商业银行表现出明显的跨区

域扩张冲动，扎堆进入“长三角”等经济发达、金融环境良好的区域，瞄准

大客户、大企业，以在短期内做大规模，实现利润增长。而经济落后地区、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涉农行业在获得更多金融资源方面的竞争力亦不强，

这加剧了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

从业务定位来看，我国各类商业银行没有明显的差异化核心业务，业务

经营同质化现象严重。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

银行都拥有从本币业务到外币业务、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各类代理业

务到信用卡业务的多元化业务范围。而从国际来看，即使是花旗银行和摩根

大通银行这样的全能型跨国银行也表现出明显的经营差异化。

从客户定位来看，各类商业银行均紧盯公司大客户和个人高端客户，而

对小企业、居民、农民等小客户都不够重视。这种趋同既导致了各银行的非

理性竞争，削弱了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也使得一般性银行服务

相对过剩，差异化、特色性的银行服务又显得明显不足，尤其是科技企业、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2）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特点与商业银行传统信贷审批模式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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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商业银行重实物抵押的业务方式与轻资产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

契合。近年来，商业银行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从降低成本和防控风险的

要求考虑，基本形成了一套类似“典当行”的抵押贷款模式。长期以来，抵

押贷款中普遍存在高估信贷抵押物价值的现象，事实上已经使商业银行承担

了本不应承担的风险。而对于高新技术、服务型企业、小微、民营等主体来

讲，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软”无形资产价值较高，“硬”固定资产占比相

对较少。但无形资产的认定和估值难度较大，抵质押贷款难度较大。截至

2019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户数仅为 6448
户。而信用担保方面，政府在担保机构设立和管理、担保损失补偿机制和风

险控制等方面支持力度不足，融资担保公司普遍存在注册资本少、后续补偿

机制缺失等问题。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高新技术、服务型、小微、民营等

轻资产企业更难以匹配商业银行传统信贷审批模式，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对

其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传统的审批体系对新兴产业、小微企业而言明显不

适应：一是信贷审批流程复杂，线下业务新增客户从申请到业务办理一般需

要 2~3个月，放款多在半年左右。对新兴产业、小微企业来说，存在准入标

准偏高、决策链条过长、经营效率过低等诸多问题。二是大中型商业银行虽

然普遍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和小微企业专营机构，但在尽职免责、考核激

励等制度安排上还未全面落实到位，基层信贷员对普惠客户还存在“不愿贷、

不能贷、不会贷”思想。三是依靠大数据控制信贷风险的能力不足，在一定

程度上也降低了银行给小微企业的贷款意愿。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

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在全国约 5800万家中小企业中，25.8%的中小企业有

正规借贷需求。然而在这些企业中，只有 46%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11.6%
的企业申请被拒，还有42.4%未申请，而贷款综合成本在12%左右。

（3）银行信贷供给能力与实体经济需求量不匹配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压力不断增大，不良贷款新增维持高

位，约束了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我国共经历过两轮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快速生成的时期：第一轮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先后经历经济过热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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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周期，银行业不良率在 1999年达到了 28.5%的峰值；之后我国经过近

十年时间批量剥离约 3.4万亿元坏账使不良率降至 2%（2009年）以下。第二

轮不良贷款高企则始于 2008年底“四万亿元”刺激政策之后银行信贷的快速

扩张，随后为了抑制经济过热，2010年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增长开始减速，

企业风险频发，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在 201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上升。其

中，2014年、2015年新增不良贷款分别为 2505亿元和 4318亿元，不良贷款

率分别较上年提升 0.3个和 0.4个百分点。之后在 2016年、2017年新增不良贷

款额、不良贷款率变动幅度略有下降，但 2018年再度反弹，当年新增不良贷

款额 3197亿元，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提升 0.1个百分点，达到 1.83%。与此同

时，受经济下行期利润增速下降、不良资产核销、表外资产回流表内、监管

政策趋严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多家银行通

过发行永续债缓解资本压力。在此背景下，银行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能力受

到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国际经验

（一） 美国银行业

1. 总体特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

在美国融资体系中，贷款在整体融资中的占比显著低于德国、法国、英

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及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均能被满足。

不过，美国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是

针对企业、个人客户的传统存贷业务；另一方面是借助发达的资本市场，

通过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深度参与资本市场运作，赚取投行、资管、

交易等非息收入。以美国四大行为例，2017年其投行、资管等收入普遍增

长较快，成为非息收入亮点。其中，花旗集团非息收入同比增长 14.4%，其

投行业务，尤其是股票、债券承销手续费同比增长 20%，交易银行收入同

比增长 7%，私人银行收入同比增长 14%。从风险角度看，资本市场动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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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投资、投行收益出现较大波动，因此市场风险是美国银行业较为关注

的风险领域。

市场导向、强调竞争，再辅以发达的金融体系，使美国的实体经济充满

活力。虽然金融体系稳定性相对较弱，但这种创新力与灵活性使其经济金融

从危机中复苏的能力也较其他经济体更强。

2. 转型升级：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呈现出明显的脱虚务实趋势

市场结构：银行格局发生改变，数量下降但整体业绩不断好转。至 2016
年，美国银行总数已降至 5913家，仅为 1984年的三分之一。其中，总资产低

于 1亿美元的银行降至 1541家，仅占银行总数的 26%。融资成本显著上升、

贷款质量严重劣化成为众多小银行倒闭、被收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美

国银行业的整体经营业绩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好转以及自身的转型升级而不

断向好。

经营结构：贷款业务快速增长，参与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有所增强。

2012年美国银行业贷款占资产的比重是 51.5%，2017年升至 54.3%。美国四大

行也是同样情况，2017年净利息收入成为摩根大通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

行税前利润的最重要贡献因素。美国银行业信贷业务稳步增长与净利息收入

回升，一方面是美国实体经济转好、贷款需求旺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美

国银行业“脱虚务实”、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证明。

表3 2017年美国四大行税前利润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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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贷款增长的同时，影子银行规模并没有出现显著减少，金融创新依然

是美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只不过经过危机洗礼后，美国银行业参与衍

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有所增强，高风险、高杠杆率的表外业务减少。

中小企业：以市场化为原则，政策性与商业性机构合力服务中小企业。

美国是较早重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1953年美国设立了专门的政策

性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提供担保帮助小企业获得商业贷款。美

国出台政策时更多利用市场化激励手段，通过制度设计引导银行加强对中小

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引导与政策性金融的相互配合，较好调动了美国商业

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2018年前三季度，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合

作的商业银行多达 3000家，其中贷款余额排名靠前的，不乏富国银行、摩根

大通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

从商业银行实践看，为解决信息不对称与高风险问题，美国商业银行针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呈现出明显的关系型融资特点，社区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贷

款的主要渠道。社区银行对区内小企业情况及其企业家特点比较了解，依托

政府机构(比如小企业管理局)发放有担保的政策性贷款，与政策性机构进行合

理的风险分担。

近年来，美国商业银行更多运用发达的信息技术、人与系统的配合，不

断优化小企业金融的业务开发与风控。如富国银行，其在服务前端，重视网

银、手机银行等新型服务渠道的建设，并建立了专门面向小企业的服务网

站，从客户视角出发推出“创业—经营—扩张—商业计划—信贷”的服务链

条；在后台管理方面，该行建立了内部数据库，对长期积累的小企业客户信

息进行大数据分析，为快速高效的授信决策提供支持。

为提高服务效率，富国银行还对小企业市场进行细分，针对不同客户群

体形成四种有代表性的业务模式。一是注重差异化的客户经理制模式，二是

全流程标准化的“企业通”模式，三是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担保贷款模式，四

是面向特定产品、地区、行业、客户群体的专属服务模式。

金融科技：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加强金融科技的前瞻性研究与应用。

美国没有出台独立的金融科技政策，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遵守每个州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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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金融科技创新主要依靠美国企业的创新传统与市场的自发力量推进。

而凭借硅谷及庞大的机构投资者群体、6000余家银行，美国仍拥有全球最大

的金融科技产业之一。根据Accenture研究显示，全球十大金融科技中心排名

中，美国的硅谷、纽约和波士顿，分别名列第一、第二、第四名。

美国银行业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与运用也处于相对领先地位，近年来针

对金融科技的发展战略不断明晰，而且在金融危机后不断控制成本、降低成

本收入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对金融科技的持续投入。如高盛，2016年成

本收入比从 74%降至 66%，但营业支出中的科技及通讯支出却有所上升；高

盛的人力结构中，科技职位占比高达四分之一。

（二） 欧洲银行业

1. 总体特征：间接融资为主体，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地位更为突出

与美国相比，德国、法国、英国的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明显更高，

公司与银行之间联系紧密。如德国，其金融业就是伴随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

而逐渐发展而来的。以扶持制造业发展为中心，德国逐渐形成了以全能银行

为主、在国家制定的秩序框架下竞争的金融体系。

2. 转型升级：金融危机后欧洲银行业更加聚焦实体经济与核心业务

经营战略：归核化成为近十年欧洲银行业的核心导向。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欧洲银行业始终在加快推进业务归核化，根据战略重点对业务领域

与经营范围进行调整。在此背景下，银行业总资产和风险加权资产规模不断

收缩，截至 2018年第二季度末，欧元区银行总资产为 24万亿欧元，较 2017
年同期下降0.4%。

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其公司和投行业务线（CIB）战略调整计划显示，其

公司金融业务的重心将集中到两个领域：一个是与欧洲核心客户密切相关的

行业与部门，另一个是具备市场领先优势的融资和承销发行业务。与德国和

欧洲经济联系密切的公司、金融机构客户是德意志银行重点服务的对象，而

其在美国和亚洲市场的业务有所收缩。

新兴领域：顺应欧洲实体经济发展趋势，推广可持续金融理念。跟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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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展对环保、低排放的高要求一致，欧洲银行业近年来在支持实体经济

过程中，不断突出可持续金融、绿色环保、低碳减排、责任投资等理念。一

方面，加强绿色金融领域的前瞻性研究与绿色债券等产品创新，同时开始高

度关注银行自身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另一方面，着

力打造“负责任金融”，重塑金融危机中受损的银行形象。其中，汇丰银行、

德意志银行、ING、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拓展相

对领先，汇丰银行在转型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低碳经济转型中抢占市场领

先地位。

中小企业：在较为完整的综合体系中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欧盟国家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已经在强化法律基础和完善战略框架的基础上，形

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商业银行不断加强对中小优质客户

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加强银政合作，为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融资计划提供金

融支持。如为帮助英国中小企业渡过“脱欧”过渡期难关，2017年 7月，英

国政府贸易部出口信贷担保局的对外机构——英国出口融资 （U.K. Export
Finance）联合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桑坦

德银行等大型银行集团，为主营出口业务的中小企业提供商业融资支持。英

国出口融资为合作银行提供担保，将承担 80％的贷款或债券风险，以降低合

作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募集资金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如法

国巴黎银行 2016年 10月完成 5亿欧元的中小企业债权基金募集，包括欧洲投

资基金（EIF）、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Assurances)、法国Groupama保险

集团等都参与其中，该基金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帮助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

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可向 150家中小企业提供中长期限（5~10年）的银

行贷款，企业通过法国巴黎银行的网站进行申请。

金融科技：开放式银行建设不断深化。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大潮下，

欧盟监管也开始探索推出沙盒。尤其是在银行数据开放方面发生一个较大变

动：支付指引 2（PSD2）出台后，各行被要求对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开放用户

账户信息权限，提供全部必要的API接口权限，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开

放银行”。目前欧洲各行都在加快研发与测试，部分银行已进入API与银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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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统对接阶段，试点第三方机构可在API基础上加载应用程序。

（三） 日本银行业

1. 总体特征：主银行制日渐衰落，银企关系更为松散和市场化

日本主银行制的核心是主办银行与企业之间为维持长期密切的交易关系

而形成稳定的关系和行为准则。但“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经营困难，银

行还得继续投入资金救助，密切关系反而使得危机在两者之间传染、加重。

日本进行了多次金融改革，倡导发挥市场作用。新型主办银行体系下，商业

银行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对大企业的股权控制，大企业融资更趋多元，银企关

系更为松散和市场化。

2. 转型升级：低息环境下的多元化、国际化发展

经营结构：低息环境下推进多元化发展。主办银行基于长期合作，对企

业的经营状况、行业特征、经营前景较为了解，既能够针对企业需求进行服

务创新，又利于对客户经营预期及风险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同时，银行还

会基于定期交流的信息，向企业介绍商业伙伴，提供经营建议，基于长期合

作的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市场布局：政企银共进，拓展海外市场。近年来日本银行业的海外市场

拓展步伐较快，日本三大金融集团 2016财年海外业务平均贡献度已达 32%。

在此过程中，日本特有的商社、银行和企业的“一体化”协作发挥了重要作

用。即综合商社与大型银行为先导，日本企业跟进，银行除提供融资外，还

向政府和企业提供调查与咨询服务，并派驻高管直接参与项目建设。这样的

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海外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银行也获得了更多的业

务机会。

中小企业：主办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日本“主办银行制”

的核心是鼓励和倡导企业尽量和一家主办银行保持合作，企业所有资金往来

通过一家银行流动，以便增加银行对企业的信任，及时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贷

款需求。从“主办银行制”现状看，在大企业融资多元化、与主办银行关系

弱化的同时，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且在公开市场直接融资不占优势，

仍倾向于与地方上实力好的银行保持密切关系。主办银行是中小企业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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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提供较大份额贷款，并负责为关系企业组织银团贷款。主办银行与

中小企业的深度合作能较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在放贷时不再拘泥于

抵押和担保，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在客户结构方面，除维护和拓展传统企业

客户需求外，日本大型银行纷纷将目光转移到初创期、有前景的中小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发现，虽然各国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具体模式有所差

异，但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东西值得总结与思考：

一是多方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营环境。从美国、欧洲、日本的

实践看，我们发现一条共同的经验，即促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

府、银行、企业、社会的联合施策。国家层面强化法律基础，完善战略框

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构建出一个较完善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商业

银行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通过银政合作、银银合作

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二是各类银行各展所长，发挥合力。大型银行具有网络、资金、科技等

优势，地方性金融机构更为贴近小微客户，各类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发挥优势

互补的作用。此方面德国最为典型，其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机

构包括储蓄银行、州立银行、复兴信贷银行、担保银行及合作银行等，共计

约 2000家。其中，储蓄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州立银行是公立银行，复兴信贷

银行是政策性银行，合作银行是由私人和团体组织的互助性集体金融机构。

这些银行差异化定位，服务对象广泛覆盖从管理规范的中型企业到工匠作

坊，逐步构成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中小企业社会化融资体系。

三是在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加强信息的收集、处理

与应用能力。根据国际银行实践，具体举措包括：构建供应链企业信息平

台，随时监控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情况；运用科技手段，收集、挖掘、整

合、分析中小企业客户行为，构建客户视图；在此基础上，对客户进行聚类

分析，研究客户发展潜力和短板，有效甄别优质客户、潜力客户和一般客户

等。

四是提前介入、识别扶植有前景的初创企业。如瑞穗银行从 2014年开

始，组建专门负责初创期企业的团队，在全国挖掘 IT、机器人、再生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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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成长领域及有望上市的企业客户，除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外，还将初创

企业介绍给大商社、大企业及本集团证券、信托子公司等。法国巴黎银行等

金融机构则陆续推出了支持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基金，旨在支持和投资那些

为金融服务开发新平台的初创公司。这类基金一般会直接投资并收购创新型

初创企业的少数股权，还会间接投资于AI、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安全等重

点技术。

五是以科技手段革新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能力。近年来，应用于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的金融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如荷兰 ING推出一款数字鞋

盒（Digital Shoebox） APP，帮助中小企业管理收据账单，中小企业通过手机

摄像头扫描各类收据和账单，数字鞋盒收到扫描图像后自动分析并引导企业

进行转账；该APP还能帮助企业实时记录收入、支出、税收等账务。再如，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和大众银行（Banco Popular）的整合又进一步，两者针对

中小企业客户联合推出 1|2|3专业服务，该服务通过 1|2|3专业账户实现，账户

持有人可获得优惠贷款，并能获得银行提供的包括 800名专业管理人员、便

捷的数字产品和系列定制服务在内的多样化金融服务。

三、我国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实践

（一） 商业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进行的创新实践

1. 理念方面的创新

商业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变化，加上政

府政策的引导支持，不断在进行理念方面的创新，突出表现就是近年来普惠

金融和绿色金融成为新兴热点。理念创新推进了体制机制的完善，改变了过

去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业务的经营模式，扩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覆盖面。

2017年以来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遵循商业可持续原

则，转变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三农”和小微领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此

外，由于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主要内容和服务对象上有所重合，一些商业

银行已尝试设置交叉考核等方式促进二者融合发展。截至 2018年 6月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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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 9万亿元；绿色信贷余额从 2013年末至

2017年末的年均增幅达 13.14%；截至 2017年 6月末，国内主要银行节能环保

项目和服务不良贷款余额 241.7亿元，不良贷款率 0.37%，远低于各项贷款的

不良率。截至 2018年 12月末，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达 13.39万亿元，

同比增长13.8%。

2. 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

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补短板”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科创型企业的融

资支持，退出传统过剩部门。针对科创型企业，商业银行纷纷进行产品和服

务模式多方面创新，一些银行创新了其内部组织机制，设立专门的组织架构

（例如科技支行等）、风险定价机制、考核激励机制、信贷审批标准和经营管

理团队。上海辖内科技金融转型重点银行普遍在 2017年末设定了 3%的不良

贷款容忍度。一些银行升级基础性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充分挖掘沉淀的企业数据，优化信贷服务流程，实现科创型企业更加便捷的

线上融资申请和提款，将服务在线化和移动化。一些银行设计推出生命周期

覆盖的金融产品。

而一直以来支持科创企业的投贷联动业务也发展出多种模式：一是商业

银行与外部风投机构合作模式，这是商业银行实践投贷联动的主流模式；二

是商业银行参控股权投资子公司模式，这种模式往往表现为“母行贷、子公

司投”，投贷在银行表内运作，实现投贷联动收益的集团内部化；三是商业银

行与其他机构或企业共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再凭借股权投资基金平台

对外进行股权类投资，最终实现投贷联动。

3. 技术方面的创新

国内商业银行在探索小微信贷业务的过程中，一些专注于小微客户的区

域性小型银行和脱胎于互联网企业的民营银行摸索出特色化发展道路，制定

差异化竞争策略并提供针对性较强的产品服务，借助“人海战术”和大数据

技术等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并实现风险的有效管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

的小微信贷业务基本可分为依靠业务团队深耕、“信贷工厂”模式以及基于大

数据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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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量方面的创新

金融创新和监管政策之间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利

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考核、监管套利催生了金融供给侧的业务创新，而在需

求侧，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抑制等问题也促使影子银行填补融资缺口。商

业银行运用银信、银证、银基、银保和银资合作等模式，创新同业业务，通

过理财产品或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等方式募集资金，借助非银金融机构

通道将信贷资产转移出表，投资受监管限制行业企业及权益、非标等资产，

由此带来这些通道业务及机构的爆发式扩张，而这些通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

了影子银行的主体。我国影子银行由商业银行主导，影子银行的资金主要来

源于银行表外理财产品和银行（同业）负债，资产端匹配房地产、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两高一剩”行业以及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和股

票、债券、非标准化债权等，最终实现向实体部门发放贷款。从银行体系实

际发放信贷的角度来考察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业务主要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

（担保、承诺等）、委托贷款、银行的表表外业务（包括表外理财、基金和资

管计划等）。

在银信模式下，银行借助信托通道实现了资金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

实业投资领域的流通，资金端通过市场化方式聚集社会资金，资产端通过跨

市场配置，以债权融资、股权投资、投贷联动、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将资金

注入实体经济领域。2008—2010年期间银信合作规模迅速扩大，主要业务包

括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信托贷款、信贷资产转让，银信合作规模在总信托余

额的占比在 2010年 9月达到 64%；2011年至 2016年间，信托贷款月度新增量

对社会融资规模新增的贡献最高可达 20%以上，存量占比在 2016年末达到最

高，为 8.46%；委托贷款月度新增量占比最高约 15%，存量占比最高时为

4.66%。

在我国信贷额度和信贷投向有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以及各种风险指标的

考核下，这些依附于银行开展的“类贷款”业务有效填补了企业融资缺口。

然而，创新和风险总是相伴相生。游离在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的快速膨胀，

不仅影响了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和货币当局的监管，还因刚兑问题增大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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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5. 降价方面的创新

近十年来，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搭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快车道，

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技术在银行得到普遍应用，使我国银行业实现了数

据集中化、运营集约化、业务流程化和服务电子化，银行管控、交付和运营

模式发生彻底变革，其 IT成本、管理成本、业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得以不断下

降，客户融资成本、结算成本等也相应降低。

具体表现为：第一，商业银行整合核心系统，建立 IT中枢和一体化架

构，银行数据信息系统大集中，促使银行 IT成本下降，信息数据互联互通程

度提升，银行业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和信息化建设能力得到夯实。

第二，商业银行实现运营集约化、业务流程化，通过工厂化作业模式使

银行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业务集中处理，前中后台分离和风险的集中全面

监控模式，推动银行后台作业成本下降，精细化管控能力提升。

第三，商业银行通过信息共享和数据挖掘，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信息不

对称并升级风控技术，破解小微贷款难题，使标准化信贷产品线上服务，实

现海量数据价值化，实现银行业务成本下降，促使企业融资成本和结算成本

相应降低。

第四，电子银行、网络银行以及移动银行等渠道建设使银行交易日渐大

众化、普及化，服务渠道进一步下沉，通过智能机具及自助设备替代成本较

高的网点人力资源，利用移动终端、生物识别系统、APP生态圈将客户向线

上迁移，持续深化网点向智能化、轻型化经营模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实

现银行运营成本的下降，以及客户体验的改善。

（二） 商业银行通过创新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

1．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最后一跃，难以通过创新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匹

配。风险溢价是银行对放贷风险要求的补偿。风险越大或风险越难估计，银

行就会要求越高的风险溢价。所以，小微企业融资必然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然而我国虽然名义上存贷款利率已经进入市场化定价时代，但央行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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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基准利率依然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款方面，为防止利率的过

度竞争，一般会对存款利率设置 1.4~1.5倍央行指导利率的上限；贷款方面，

企业贷款利率的定价主要受央行基准利率、贷款企业信用风险水平、银行竞

争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目前银行还无法通过对小微企业自主浮动定价来进

行风险补偿，所以更愿意选择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合作。

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后，优质的大型企业会更加倾向使用资本市场去

获得低成本融资；个人贷款，比如信用卡、住房贷款这些标准化程度高的品

种，也是同理，最后比拼的是资金成本的高低。而真正能体现差异化定价、

获取较高回报的信贷种类，只能是高度非标准化的品种，最为典型的就是中

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没办法大规模脱媒，依然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所以，

在利率市场化时代，整个大金融市场全面统一竞争，银行需要寻找自己的差

异化定位，建立“护城河”。大银行是结算网络，能够获取相对廉价的结算存

款（只要存款足够便宜，那么发放低利率的大企业贷款也行）。而其他银行几

乎只有依靠差异化资产定位，比如中小微企业信贷是一条典型的路，只要贷

款利率足够高，那么用相对高成本的批发负债去支撑也行。

所以，放开利率自主定价权之后，商业银行一方面可以从贷款利率的提

升中获得风险的补偿，提高商业银行从事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一些中小

银行受形势倒逼也会主动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2．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理相对规范，信息相对透明，致使银行的风

险偏好易形成惯性思维。相比之下，我国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企

业，依靠劳动力成本较低、税收负担较轻等方面的优势得以迅速发展，但普

遍存在产权单一、企业发展范围和规模较小、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经营行为

较为短期化，负债程度高、积累少等问题，抵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一旦

出现风险，部分中小企业不注重自身信用塑造，逃避、悬空银行债务的情况

时有发生。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总是心有余悸，

只有在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才有一部分资金会流到中小企业，但是如

果“大河”水位一低，首先就是“小河”干。这也意味着在流动性趋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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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因此，要银行打破对体制内实体的路径依赖去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

业，不仅需要银行自身经营理念以及信贷模式等的转变，还需要法律、担保

等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更需要小微企业自身建立“做生意是要本钱的，借

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经营理念，塑

造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3．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难题难以破解，

担保体系建设不到位等。一是中小企业征信数据库覆盖面较窄、数据质量

不高、缺乏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截至 2017年末，我国企

业征信系统共收录了 2510 万户企业及其他组织信用信息，其中中小企业

用户信息不足 300万户，通过数字对比可发现，信用系统收录的中小企业

占比较低。而中小企业信用意识不强，财务管理不规范，对信用档案征集

工作热情不够，配合程度低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信用资料完整性、及时性

和准确性不高，影响了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的建立，使信用档案质量较低。

数据库中的企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很多数据库中的企业已经被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注销或吊销，还有部分尚未开工营业等。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信

息分散在各个部门中，如市场监督管理、公安、海关、税务等部门都有相

对独立的信息资源。然而，由于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共享机制，中

小企业信用信息难以整合，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获取难度大、成本高，出现

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同时，掌握数据的部门一般都对有关企业信用

数据进行保密或非商业化，从而难以形成商业化的征信数据环境，不利于

中小企业征信行业的发展。

二是我国融资担保起步晚，有效供给不足，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

的信用担保支持。虽然各地均已组建了一些融资担保机构，但我国对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相关体系建设远滞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分成了三

类，即政策性担保机构、商业性担保机构和互助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

机构无论从事哪种业务都得到补贴，商业性担保机构却只能自生自灭，最

终形成社会资源不合理配置，对中小企业担保的有效供给不足。近些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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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规章制度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多，指导意见原则性强，有关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市场准入等规定有待具体细化，担保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性

质有待明确。法律上的不完善造成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筹措资金难度较

大，资金来源不稳定，银行认可度不高。担保体系欠缺相应的再保险机

制，使融资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过大。而我国融资担保机构普遍规模较

小，抗风险能力低，资金流动性不足，截至 2017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

业每个融资担保机构的平均资产为 1.61亿元，平均在保余额 3.37亿元，和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相比差距非常大，同时存在许多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机构的实际注册资本不到位或者被挪用的现象。相对于数量巨大的中

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这些弱点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信用担保支

持。

4．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如何及时合理监管缺乏经验，致使为新产业、

新动能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受到限制。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模式仍

然以传统的信贷为主，多元化融资能力仍然较弱，很多是制式化的产品，

降低了对新产业、新动能企业的适应性。虽然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也在不

断创新融资方式，但限于相关制度、政策的缺位或者难以落实，对上述领

域的支持力度有限。比如，与轻资产企业融资需求更相适应的股权投资领

域，商业银行很难进入。根据 《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和 《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 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在没有国

家另行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够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对

于银行被动持有股权的资本占用，两年内 （法定处置期限） 风险权重为

400%，两年后高达 1250%。为满足轻资产企业融资需求，银行多采用银证

信、银基合作和境外平台绕道等方式，但存在交易链条长、合作管理难度

大、业务成本和合规压力大等问题。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 2015年经济自由

度指标，中国金融自由度指数为 30，全球排名第 137位，不但远低于发达

国家和地区，甚至低于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南非，以及亚洲国家如马来

西亚、泰国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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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一）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1. 加快科创板基础设施建设。以科创板带动整个资本市场改革，加快

科创板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培育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快推动将

科创板建设成为科技型企业成长的摇篮。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提高信息披

露监管要求。科创企业技术迭代快、投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加上科创

板实行的是注册制，因此，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在

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随意更改业绩预告，对部分事项避重就轻、隐瞒不报

的做法，一方面应加大正向激励，将信息披露质量与再融资、股权激励等

事项紧密挂钩；另一方面还要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持续完善以

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机制。目前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新股发

行价格采取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对于新股发行定价不设任何限制。机

构投资者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了询价定价的质量。因此，对于目前已经上

市的企业的定价，有必要对其定价进行后续评估，不断完善询价定价机制。

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科创板。科创板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较高，抗风

险能力较弱，因此，对投资资金的抗风险能力要求也更高，应引导机构投

资者、中长期资金进入科创板，一方面有助于为科创板企业提供更稳定的

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整个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2. 稳步探索和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目前，我国已有 40多家区域

性股权市场。其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石，应充分发挥其培育、孵化优质

中小企业的作用，为那些不足以进入前两板市场的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的股

权交易与融资服务。建议在交易规则、相关制度设计上与“新三板”协调

推进，支持更多中小企业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培育后，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和

发展。

3. 简化中小企业的上市审批流程。建议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基础上，

推进主板、二板市场的注册制改革，简化中小企业上市步骤和审批流程，同

时着力降低上市费用，提高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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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通不同层次之间市场的转板通道，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激励约束机

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 引导建立银行业差异化服务格局

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而言，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在于盲目增加一般性银行

尤其是中小银行的数量，重点在于要依托现有银行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发展方

向和市场定位，通过有特色的差异化经营来提升效率。以民营银行为例，现

在各方积极性都很高，不少民间资本持有者也准备投资设立银行。但设立银

行需要满足各项严格的规定，也需要投入大量资本金。2018年末银行业总资

产为261万亿元，如果民营银行总资产要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0%，其资产规模

会占到 26.1万亿元，按 1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来看，需要大约

2.61万亿元资本金。而目前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资产总额仅 28.19万亿元，这

么多资本金用什么节奏，什么方式腾挪？这无论是宏观设计还是企业的投资

决策，都要把握好才行。

1.引导大型银行加快转型。第一，改进“典当行”式的融资模式，推动

信贷业务转型。商业银行传统信贷模式下，授信额度通常与押品价值挂钩，

抵押品大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易评估。这种资金融通

模式并不适合新兴产业、服务业等轻资产型企业。轻资产型企业金融服务需

要专门的信贷体制及模式，商业银行要对传统信贷业务模式进行革新，要针

对新兴的产业和企业专门构建新的业务体制和风控模式，这考验商业银行从

思想转变、业务组织、资源调配到政策执行、落地的能力，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是对银行专业性、适应性、创新性的全面大考。第二，加大运用金融科

技手段，打造线上线下双轮驱动业务模式。一方面，在线下“软数据”的基

础上，商业银行要利用企业在互联网平台留下的足迹，借助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手段，实现“线下软数据+线上大数据”相结合的全面风

险评估。另一方面，要结合区域、产业、行业等多方面因素，对客户进行细

分，对产品进行细分，开发更多不同功能、不同风险级别的标准化线上产品，

推动产品销售向自动化、批量化方向发展，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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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敦促现有区域银行回归本源、回归本地。如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性

金融机构，应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

定位，注重挖掘本地化业务机遇，转变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的思想，以全新理

念和创新模式服务当地重点战略性产业、小微企业，做到资金“取之于当地，

用之于当地”，在区域内实现负债与资产的有效匹配。

3.建立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虽

然我们不赞成大规模盲目增加一般性中小银行，但建议建立专门支持科技创

新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或科技银行。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将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性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加入，发起

成立科技银行，支持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发展，可优先在新兴产业集聚区试办，

化解新兴产业融资难问题；或由政府财政资金出资专门成立科技性政策银行，

对小企业直接贷款或为其获取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4.依托金融科技，推进开放型银行建设。金融科技正在重塑银行的生态，

需要银行以“开放”为原则，从根本上构建起面向未来、更具新时代基因、

更加智慧的经营发展模式。开放银行的建设需要央行从监管层面出台相关政

策和标准，建立行业规范。包括出台开放银行指导意见；制定开放银行的技

术规范；强化风险管理，构建开放银行的安全体系；应用监管科技提升开放

银行的管理水平。开放银行的建设更需要商业银行自身主动构建。从国内外

银行现有开放银行生态圈构建来看，大体存在自建、合作、参与和投资四种

模式，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实际权衡选择最佳模式。建议考虑“先内部开放，

后外部开放；先存量改造，后增量推广；先拳头产品，后广泛类别”的步骤，

尽快覆盖重点数字场景以“抢占先机”并打造品牌。但需要注意的是，开放

银行将会带来更多风险挑战，对此必须早做防范。其使得业务风险敞口更多，

拉长了整个风险管理链条，不仅可能提高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银

行业务风险的难度，而且数据泄露、网络安全、合作方欺诈、法律合规等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因此，一方面，建议针对开放银行进行全方位的

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审慎确定开放的业务和数据类型，健全平台准入和治

理机制，采取充分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建立充分的缓释和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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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机制，尤其应建立一整套事前授权、事中跟踪、事后补救的数据安全防控

机制，确保数据交互可追溯，并制定紧急补救措施和追责制度。

（三） 优化商业银行外部生态环境

1. 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并轨”改革。为解决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

“中梗阻”难题，2019年 8月 17日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将 LPR定价机制确定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的方

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MLF利率对信贷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不过，LPR形

成机制改革只是利率并轨的第一步，后面仍有一系列挑战等待解决。建议：

一是打造更加完备的利率走廊体系。探索从短期到中长期的政策利率培育，

打造以存款类金融机构七天回购利率（DR007）、中期借贷便利利率（MLF）、

常备借贷便利利率（SLF）为主的利率走廊体系。逐步收窄利率走廊区间，保

障利率走廊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二是完善 LPR利率形成机制。目前，央行

仅要求新增贷款按 LPR定价，存量贷款的过渡方式与时间安排都尚未明确。

参考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经济体的经验，建议央行下一步择时把存量贷款

定价替换为按 LPR定价，确保未来政策利率调整能够同时作用于新业务和存

量业务。在此基础上，适时宣布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同时，逐步推动存款利

率并轨改革，逐步放宽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非正式指导；尝试推进部

分与公开市场利率相关联的存款产品创新；稳妥审慎放开存款基准利率，引

导商业银行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基准确定存款利率。

2.完善法律体系和守信环境。一是健全完善小微企业立法体系。这方面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美国于 1953年出台《小企业法》，成立专门

管理中小企业事务的小企业管理局。中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年修订）》

已于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但仍存在对小微企业界定不够清晰、法律强制

性不足、有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立法尚待完善等缺陷。建议对此及时进行

完善。二是完善基础数据体系。建议加快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扩大央

行征信系统对小微企业主的覆盖面。尽快厘清数据权属和数据资源开放的

权责关系，推动市场监管、税务、社保、海关等部门数据整合、共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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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开放、信息完善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实现与商业银行的数据对接。为

金融机构建立全国性的债务人房产、土地、车辆、对外投资等外部资产信息

途径，帮助金融机构加大对债务人资产的追索力度。三是加快担保体系建设，

完善小微贷款的风险外部补偿体系。扩大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规模，完善公

共资金对超额风险的分担机制。重点是建立融资担保法律制度，在企业信息

披露、财产抵押等方面建立完备的法律诉讼渠道；引导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

回归本源，提高担保风险代偿容忍度；发展再担保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保险

公司为普惠金融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四是高度重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咨询公司、信用评级公司等中介体系，以及小微企业履约意愿和能力

建设在内的诚信体系建设。通过上述举措，及时预警风险，创造诚实守信的

金融环境，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3.加强政府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建设与相关制度建设。一方面，建议

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减少政府干预和软性约束，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

创新的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实现正常的市场出

清。同时，要积极运用穿透式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渗透的深度、广度和频度，

真正解决新技术导致的混业型金融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4.加强政策保障，缓解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是

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为更快提高银行服务能力，建议：一是探索对资本补

充工具发行人进行分层分类管理，提高审批效率。对于国有大行发行资本补

充债券，考虑试点实施备案制余额管理模式，商业银行在核准的余额范围内

可自主进行备案发行。二是进一步扩大资本补充工具的投资者范围。明确基

金、银行理财、信托和社保基金等投资资本补充工具的相关规则。研究解决

金融机构投资资本和债务工具时资本占用过高的问题。三是比照永续债CBS
操作模式①，提高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的流动性。

① 2019年1月24日，人民银行决定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entral Bank Bills Swap，CBS），公

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CBS。CBS的推

出，增强了市场认购银行永续债的意愿，提高了银行永续债的市场流动性，从而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

补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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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导各类企业健全财务约束机制，减少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我们

认为，近年来各类企业所谓的融资难问题，实质在于我国各类企业所有者或

出资人缺乏资本意识，没有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及时补充资本金，导致资产负

债率过高、还本付息能力下降，进而导致再融资难度加大。因此，要解决企

业融资难问题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点，建立健全企业的资本（而不是资金）

补充机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企业而言，管理要以管资

本为主。国企的出资人、监管者要切实增强契约意识、诚信观念，要有责任

保持自己所拥有、所管理的企业资本充足，要有责任维护所掌控的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二是对民营企业而言，要建立分门别类

的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要把民营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作为向其发放贷款的依据之一，督促民营企业审慎开展债务融资、

投资、支出、对外担保等业务活动，防止有息负债和或有债务过度累积，确

保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三是要辩证对待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一方面，

要督促企业依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业务重组、提质增效相结合，积极通

过优化债务结构、开展股权融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依法破产等途径有效

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无还本续贷的做法，只能是特定时期对

具备一定条件的少数企业的一种债务重组方式，绝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借

钱可以百年老赖、千年不还的心理预期。通过上述措施，帮助企业平衡股债

融资比例，协助企业及时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的过度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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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hifting from a high-speed growth stage to 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puts new demands on services of commercial banks. Recent

years, commercial bank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suppor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and gaps, mainly in three“mismatches”:

First, the banking service system structure and the real economy are multi- level and diversified.

The demand structure does not match; the second i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do not match the traditional credit approval model of banks; third,

the bank credit supply capacity does not match the demand of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banking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commercial banks have the following experience in better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First, they

must create a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Third,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enterprise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to collect, process and apply information; Fourth, intervene in

advance, identify and support promising start-ups; Fifth, innovate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of

banks to serv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 technological mean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have carried out varied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concep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echnology, expansion and price r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external difficulties in innovation: First,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The final leap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matching of risks and benefits through innovation.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the information is relatively

transparent, and the risk appetite of banks is easy to form inertial thinking. The third is to serv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real economy. Imperfec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other

difficult to crack, the guarantee system is not in place, etc.; Fourth, the lack of experience in how

to timely and rationally regulate commercial bank product innovation, resulting in restrictions on

How Can Commercial Banks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ransformation

YANG Kaishe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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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vision of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new industries and new kinetic energy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is repor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improve

the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It is recommended to speed up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 to drive the entire capital market reform wit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 to steadily explore and develop the regional equity trading market;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listing and approval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and to open up the

transfer channel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s to form a The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for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promot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second is to guid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fferentiated service structure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Guide large banks to accelerate transformation; urge regional banks to return to their origins and

return to the local area; establis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policy banks tha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pen banks. The third is to optimize the exter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Accelerate the “consolidation” reform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improve and improve the LPR mechanism; improve and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basic data syste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rantee system;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ease the pressure on commercial banks to

supplement capital; guide all types of enterprises to improve financial Constraint mechanism to

reduce excessive reliance on bank credit.

Key words：Commercial Bank,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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