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近
日在公開場合表示，該市金融
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基本
完成，將立即上報省委省政府
批覆，批覆後就可以實施。另
據了解，溫州金融改革具體分
三個階段：今年是試點起步階
段；2013 ─ 2014 年為全面推
進階段，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
金融體制；2015 年及以後為
深化完善階段。

張震宇還透露，溫州市金
融辦正在和銀監會及溫州市銀
監局做方案，今年想邁出小額
信貸公司（下稱，小貸公司）
轉村鎮銀行這一步，但溫州市
三十餘家小貸公司只能擇優而
轉。他認為，溫州目前金融體
系的斷層要填補，填補的方法

就是搭幾個平台：小貸公司、
村鎮銀行、民間借貸登記服務
中心和民間資本管理中心。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
幣理論與貨幣政策室主任彭興
韻也相信，村鎮銀行由原有金
融機構壟斷主發起設立的局面
將被打破。小貸公司轉制為村
鎮銀行，可打破此前 「只貸不
存」的局限，成為真正意義上
的金融機構，既可吸收社會閒
散資金，也可提供貸款服務。
由於目前小貸公司主要參與者
是民間富餘資本，溫州試點成
功後，可能會有大批小貸公司
轉型，村鎮或社區銀行等將大
量湧現，這將對構建多層次金
融體系，解決農村和小微企業
金融服務提供有力支撐。

小貸公司有望變身村鎮銀行

國務院 3 月 28 日確定將在溫州設立金融改革試驗
區，並推出了十二項主要任務。分析人士相信，溫州
金融改革主要解決民間閒置資金的陽光化問題，其側
重仍在於民間金融領域。鑒於溫州金融改革是國務院
下達的，有學者指出，這或許是國家調整相關政策的
信號。

「溫州在特定環境中形成的民間融資傳統，是引
發當地金融改革的主要原因。」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坦言，三十年來，
溫州民間金融異常發達，但由於官方始終未給予其正
式的身份，且不斷對其進行打壓，造成大部分民間金
融均在地下活動，是次改革溫州要解決的就是 「如何
更好地發展民間融資市場的問題」。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交大安泰
管理學院潘英麗教授表示，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民
企由於難以從官方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轉向民間
融資，這也造成上述地區 「地下錢莊」非常發達，在
溫州進行試點是滿足民營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賀強教授指出，在
去年國家貨幣政策收緊的背景下，溫州中小企業遭遇
了資金方面的困難，由於中小企業從銀行難以獲得貸

款，因此民間金融異常活躍，但民間金融也暴露出諸
如資金鏈斷裂、老闆跳樓，甚至跑路等問題，這些問
題恰恰觸發國家下決心對溫州經濟進行改革。從某種
程度看，溫州金融改革的目的很大程度是為解決中小
企業融資難問題。

鑒於溫州民間金融活躍，上海財大金融學術委員
會副主任奚君羊教授建議，未來溫州推進金融發展應
更多地開闢融資途徑、融資方法和融資品種，並逐漸
完善相關操作步驟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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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融創新改革主要內容
1

2

3

4

5

6

規範發展民間融資

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

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

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

深化地方金融機構改革

創新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 「三農」 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

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

拓寬保險服務領域，創新發展服務於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群的保險
產品，鼓勵和支持商業保險參與社保體系建設

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體制，防止出現監管真空，防範系統性風險和
區域性風險

建立金融綜合改革風險防範機制

加快推進深港銀行人民幣貸款業務及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試點，
引入香港低成本人民幣資金支持前海開發開放和重點產業發展

爭取更多前海地區企業和金融機構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拓寬在
港融資渠道

設立戰略新興產業國家級創投母基金

爭取國家批准跨國公司在深圳設內部資金集中管理機構

推動建設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並爭取於年內獲准籌建；擴大代
辦股權轉讓系統試點，爭取深圳高新技術園區納入國家代辦股份
轉讓系統第二批試點範圍

將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從目前平均不足1%提至5%

在中國經濟開始轉型的此時， 「兩
會」 剛落下帷幕之後，中國政府果斷地
啟動了新一輪的金融改革。近一個月來
，先是溫州成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緊接着深圳推出了一些列金融改革創新
方案，隨後天津、上海等地的金融改革
動向也浮出水面。與此同時，中國央行
適時地擴大了人民幣兌美元日內匯率波
幅。有學者預計，接下來管理層仍會進
一步推出相關改革舉措，以提高金融服
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提高國內金
融行業國際競爭力，讓國內監管水平與
國際接軌。 本報記者 倪巍晨

溫州冀為民間金融正名

對於此次金融改革提速的大背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
究會副會長、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潘英麗分析指出，產業
結構調整、經濟轉型都需要金融業轉變原有發展模式。原有
的 「行政干預型金融體系」主要為國內工業化戰略服務，其
主要特徵是政府通過低利率政策，將資金投向國家需要扶持
的產業。過去的金融體系有助於中國建立強大的工業，但這
種金融體制已不適應目前的經濟環境。

金融體系須突破性發展
目前中國製造業面臨着升級換代的問題，再加上由於商

業銀行考慮信貸安全，對農業、新興產業及中小企業的信貸
扶持力度明顯不足，在經濟轉型背景下，上述領域均需國家
通過金融創新加以扶持。對此，上海財大金融學術委員會副
主任、美國國務院富布賴特研究學者奚君羊教授也坦陳，國
內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和運行效率仍有差距，在此
前提下金融體系必須要有跨越式的突破性發展。

按中國管理模式，系統性金融突破與創新一定先於某些
區域進行試點，並在總結經驗後向全國推廣。奚君羊說，溫
州民間金融相對發達，當地民眾對金融創新的接受度及風險
承受力頗高，因此先行試點比較合適；與溫州不同，深圳金
融系統已有一定的發育，深交所等金融機構非常集中，毗鄰
香港，改革創新更易吸納到香港的成功經驗。宏源證券的高
級策略分析師徐磊強調，溫州和深圳是今年以來GDP下滑最
厲害的兩個城市，當地 「產業空心化」非常明顯，這或許是
金融創新及改革出台的主要動力。

溫州模式區域准入試驗
「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借助金融創新和改革來推進並實

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戰略，並使人民幣國際化適應經濟全球化
的步伐。」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金融系教授石建勳
認為，當前中國金融體系並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中國在國
際金融領域的定價權、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力仍然很弱。
國家既需要改革來解決金融業體內循環的問題，更需要創新
和不斷提高國內經濟透明度與開放度，來全面參與國際貨幣
體系的改革。

「從客觀規律看，金融區域性改革不可能賦予很多的功
能，一些牽涉到制度、要素層面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放在某一
區域進行金融時點，但 『准入性的試驗』卻可以嘗試」。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將溫州金融改
革的十二項內容（見表）視為區域性准入試驗，該試驗將一
些准入方面的限制拿掉，通過放鬆管制給予各種資本合法身
份，並允許其參與傳統或新型的金融組織。石建勳也認為，
溫州金融改革的方向是 「解決民間金融陽光化、規範化、合
法化」問題，讓民間金融處於有序監管之中，國家冀通過金
融試驗區來促進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深圳路徑配合香港發展
在談到深圳的金融改革方案時，劉煜輝認為，深圳的路

徑是 「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後院」，這其中也涉及到市
場要素領域的改革，現時中國金融市場業務主要集中於上海
、深圳，較之上海，深圳未來的發展定位是配合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
任張軍指出，深圳金融創新主要是解決大金融方面的改革，
預計深圳未來或加快場外交易市場方面的改革力度， 「就深
圳而言，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 『多層次金融體系』，並在
『金融衍生品』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因此深圳金融改革的標

準極高」。
受訪學者相信，溫州、深圳的金融改革試點一旦獲得成

功，當局或在國內其他金融城市鋪開相應的改革，允許各地
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盡可能地進行金融創新。事實上，現在已
經有不少城市開始着手仿效。

學者們判斷，接下來管理層仍會進一步推出相關改革舉
措。潘英麗建議，未來改革可分兩步走：一是利率市場化需
推上議事日程，二是放鬆對銀行業的管制，從根本上轉變國
內銀行盈利模式。奚君羊的建議是，管理層首先着手解決金
融市場化、利率市場化和定價市場化等問題，並逐步放寬對
於利率市場的行政干預；同時，適時適度地放開股票、債券
、商業票據及各類金融工具的定價，讓金融市場定價體系回
歸市場， 「上述兩點若能完成，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也就取得
了根本性成效」。

在展望未來中國金融改革方向時，張軍強調，金融改革
及創新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頂層設計，金融創新的主體仍應
交予市場，在金融領域只有更多地依賴市場並放鬆管制，溫
州、深圳兩地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才能有意義。

深圳市在本月12日公布了一系列金融創新內容，
其中深港試點雙向跨境貸款、成立前海股權交易所、
擴大代辦股權轉讓試點等無疑是其中的最大亮點。受
訪專家據此表示，深圳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通過
金融創新和市場化運作，提升實體經濟及中小企業的
發展，同時借助資本運作調整產業結構，進而融入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

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
軍教授說，從目前披露的改革內容看，深圳希冀在大
金融、資本市場、銀行、外部金融機制等方面進行創
新。他相信，深圳已意識到其對大金融體制的創新潛
能或較上海、北京更明顯，因此非常積極地尋求中央
政府的支持，並在金融體制創新領域有所作為。中國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博士認為，從泛
珠三角區域看，一個區域內不可能形成兩個相互競爭
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深圳金融改革未來的發展方向
是從功能上更好地融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財大金融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奚君羊教授指出
，從深圳公布的金融改革內容看，其金融系統試點對
全國頗具意義，當地的改革可以很好地與香港成熟國
際金融中心進行互補。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
金融系教授石建勳建議，深港兩地監管部門應盡快出
台人民幣雙向流動的細則，國家層面也應推出與之配
套的相關法規體系，及人民幣跨境貸款的具體操作細
則；此外，深圳監管當局下階段應借助對接香港提高
自身監管水平，進而攜手香港建立金融對話和處理應
急事件的合作機制。

深加快融入港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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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革」」 兩字，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的關注焦點。其中兩字，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的關注焦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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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改革開始明顯提速，其核心在於融改革開始明顯提速，其核心在於 「「減少管制、支持創新、減少管制、支持創新、
鼓勵民營、服務基層、支持實體經濟、配套協調、安全穩定鼓勵民營、服務基層、支持實體經濟、配套協調、安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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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金融改革 「揚
帆起航」 。圖為溫州
市五馬街街景

▲溫州民間金融異常發達，但大部分民間金融均在
地下活動

▲溫州金融改革的方向是 「解決民間金
融陽光化、規範化、合法化」 問題

▲深圳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提升實體經濟及中
小企業的發展，進而融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今年，溫州市金融辦想邁出小
額信貸公司轉村鎮銀行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