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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公司可以促进我国经

济增长向内需消费拉动转变；可以

增强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改变银

行独大的市场结构；可以为消费者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产品选择，为

消费者更加便利地获取金融服务提

供了可能。但是，消费金融公司目

前的发展状况与其被寄予的厚望相

比，差距不小。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并非必

然如此。种过地的人说，要是不施肥不浇水不

照看，不管种什么，收获的可能都只是草。我

们现在的金融公司发展情况和它应该扮演的

角色之间，差距就约等于瓜豆与草。

2010年，国内首批消费金融公司获批准筹

建，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的4

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资产总额已达40.16亿元，

贷款余额为37.09亿元，客户总户数达19万多人。

4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有3家公司实现盈利。

数据对比着看才有意义。和商业银行的个

人贷款比，根据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2012年

第三季度）数据，个人贷款（不含个人经营性贷

款）余额为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再看小

额贷款公司的情况，据央行统计，截至今年9月

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29家，贷款余额

5330亿元，前3季度新增贷款1414亿元。

从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情况看，无论是跟目

标市场接近的小额贷款公司相比，还是与业务

模式接近的银行个人贷款业务相比，消费金融

公司扮演的角色都像是个“打酱油的”。

这种现状与消费金融公司所应该扮演的角

色相比，差距太大了。2010年首批消费金融公司

获准成立时，业界曾用“平地一声惊雷”来形容

这一崭新的金融服务机构。在当前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向内需拉动的背景

下，这种形容在笔者看来仍显得有些保守。

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角度讲，消费金融

公司这样的新型金融服务机构，可以促进个人

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制造商和零售商产销量

增长，并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改变经济增长

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分依赖。简单说，就是可以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向内需消费拉动转变。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消费金融公司

的发展壮大，可以增强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

改变银行独大的市场结构，进而促进银行提

升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讲，消费金融公司的出

现，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与产品选择，

为消费者更加便利地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了可能。

当然，这些都只是消费金融公司应该

“能”的可能，与商业银行继续攻城略地、与小

额贷款公司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相比，消费金

融公司的发展“很骨感”。

是消费金融公司没有市场需求吗？从试

点公司纷纷表示会加大投入的情况看，并非

如此。是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问

题吗？从监管机构相关负责人的表态看，“目

前有的公司还存在着商业银行经营零售业务

的思路，片面追求业务规模，还存在如单笔贷

款大额化、产品类银行化和欠特色化的问题。

功能定位、风险管控与业务发展之间的平衡

关系还把握得不是太好。”但是这些问题其实

与消费金融公司自身关系并不大，这些毛病

都属于“胎里带”的。经营思路银行化，是因为

4家试点公司中 3家大股东是商业银行。

按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要

求，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应为境内外

金融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

的其他出资人，且应具有 5 年以上消费金融

领域的从业经验。试想这其中的“其他出资

人”在内资机构中谁会有 5 年以上消费金融

领域的从业经验？最具活力的民营资本有吗？

同样是《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要

求，消费金融公司的融资方式只包括办理信

贷资产转让、境内同业拆借、向境内金融机构

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这 4 项，但如今，

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起步，消费金融公

司为什么不能也被“普惠”一下呢？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看，监管往往落

后于市场的发展要求。不可否认，审慎监管的

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面对消费金融公

司这样原本应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出演

更重要角色的新型市场机构，能否应该为其

设定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呢？

消费金融公司不该是“打酱油的”
刘 溟

经济时评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
日”，现在距离这一时点已不到1周时间。

在精明的商家眼中，“末日”从来都不是一个传
说，而是一个噱头和商机。在疯狂的商业广告推动
下，“谣言”被不断渲染放大。从淘宝商家的“末
日用品”到房地产商的“末日抵押”，从旅行社利
用“末日”大肆促销到邪教利用“末日”骗人敛
财，从无知者的恐慌抢购、无度挥霍到白领精英们
的抵押捐赠、娱乐传播⋯⋯在“末日”谣言之下，
人们的表现各不相同。

事实上，针对“玛雅人预言太阳纪结束地球毁
灭”“极夜说”“地球磁极倒转”“太阳风暴袭击”等
谣言，美国NASA官方网站、中国科学院、玛雅人的
后代等，从去年以来先后多次辟谣。但科学的声音却
淹没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尽管中外专家不断辟谣，这
个荒诞不经的预言还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带来了真实且严重的后果。专家表示，所谓的“世界
末日”说根本不靠谱，但谣言为何盛行不衰却值得反
思，不如变“世界末日”为“世界反思日”，反思一
下人类行为。

面对谣言，相关部门首先应加大对不良商家和犯罪
分子的监管和打击力度。此外，有不少人偏爱听信谣
言，这也说明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较低，辨别谣言能力弱。

谣言止于智者。只有长期进行科普工作，才能够
真正让公众拥有判断力，抵御借机牟利的商业行
为，否则在这次谣言不攻自破之后，还会不断有新
的“传说”诞生。而应急救灾知识及物资的储备，
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都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并非“末日”来了才需要。这方面的欠账我们亟
须补上。 （宗 文）

蒋跃新作 （新华社发）

谣 言“ 货 ”众

新闻漫漫谈

12 月 13 日，小天鹅第 100 万台 iAdd 自动投放洗
衣机在无锡小天鹅工业园正式下线，并通过国际权
威机构英国 intertek“绿叶标志”认证，成为中国洗
衣机行业率先获得“碳足迹”绿叶标签的企业，迅
速在已经低调潜行一年多的中国洗衣机行业激起新
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新浪潮。

这意味着以“智能、低碳、节能”为内涵的自
动投放洗衣机开启的第四代洗衣机消费革命，将终
结“高能耗、多污染”的洗衣时代，构建从技术创
新、市场推广到消费普及的新通道，带给市场和消
费者前所未有的使用体验。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新建指出，
“经过 5 年多的持续技术创新、2 年多的市场推广普
及，小天鹅自动投放洗衣机正式步入市场普及通
道，可以预见接下来将会在国内洗衣机市场掀起节
能、绿色、低碳的消费新革命，从而实现对整个产
业发展趋势的持续引领”。

作为中国洗衣机行业拥有 34 年品牌发展史的企
业，小天鹅见证了中国洗衣机产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发展历程，也实现了在 34 年洗衣
机发展历程中对于洗衣机产业发展趋
势、技术革命的推动与开拓。

中 国 家 用 电 器 协 会 理 事 长 姜 风 指
出 ，“ 小 天 鹅 iAdd 自 动 投 放 洗 衣 机 第
100 万台的下线，不只是完成了从 1 到
100 万的量的跨越，更体现了小天鹅人
在每一个环节都在追求卓越、打造全心
全意的品牌精神，为正在进行的中国家
电产业升级转型树立了标杆”。

自动投放迎来普及潮

被誉为“第四代洗衣机消费革命”
的第 100 万台 iAdd 自动投放洗衣机的下
线，不只是量的积累与跨越，更是技术
创新与消费需求对接后，给中国洗衣机
产业带来的质的裂变，让消费者获得前
所未有的使用体验。

作为集成新一代高科技智能系统，
自动感应衣物重量、水量及环境温度，
计算洗涤剂量完美配比方案，小天鹅

iAdd 自动投放技术在上市之初，就因为其强大的技
术创新能力，被认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开
启了中国企业自主定义产业发展趋势的先河，并领
先中外竞争对手 1 年多时间实现了将尖端创新科技变
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动力。

随着第 100 万台 iAdd 自动投放洗衣机的正式下
线，标志着由小天鹅开创并引领的第四代洗衣机消
费革命，已经从一家企业的科技创新、市场推广行
为，在获得广大消费者推动下，变成整个产业的主
要发展趋势，将开启一个高达千亿元的智能产业新
空间。这意味着，小天鹅已经成为自动投放洗衣机
产业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

在家电观察人士看来，“来自市场和消费者需求
的力量，加速了自动投放洗衣机的市场普及。同
时，这又直接加速了智能化洗衣机广阔市场空间及
技术成熟时代的到来。显然，小天鹅已经在中国家
电业率先开创了‘企业技术创新满足消费需求，消
费需求倒逼产业升级’的转型新标杆”。

柴新建指出，“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消费者实际

需求进行无缝对接，是近年来小天鹅经营转型的主
要方向。随着自动投放洗衣机的上市、推广、普
及，小天鹅正一步步借助技术创新撬动新增消费,实
现产业的持续变革”。

开启智能洗衣新时代

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洗衣机？企业的技术
创新到底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什么？近年来，在整个
洗衣机产业技术升级转型的浪潮之下，如何让创新
贴近需求、满足需求，并创造需求，新的考验再度
摆在中外洗衣机企业面前。

面对这些问题，小天鹅洗衣机给出了答案，率
先推出自主研发的行业物联网自动投放洗衣机，将
自动投放技术搭载到物联网平台，为洗衣机产品更
好地嵌入未来家庭物联网平台做好技术储备，对未
来洗衣体验的切实改变和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技术基
础，全面开启未来全智能洗衣时代。

小天鹅 iAdd 自动投放洗衣机，是小天鹅基于自
身的强大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于消费需求的精准
把握，在洗衣机智能化升级浪潮中建立的一套全新
的产品坐标和发展体系，成功将智能化与物联网技
术进行无缝对接之后，让中国消费者现成进入未
来，提前感受到智能与物联网给生活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变革。

自 2010 年底，小天鹅率先在中国市场拉开一场
以自动投放洗衣机技术创新向市场推广的普及大幕
以来，短短 2 年时间，已经将智能技术变成刺激消费
需求的主要动力之一。技术专家指出，“自动投放技
术是未来洗衣机实现物联网远程控制的主要支撑技
术，代表了整个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作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的主导者，柴新
建透露，目前小天鹅已经全面掌握了自动投放以及
物联网洗衣机与国家智能电网的对接技术，自动投
放物联网洗衣机产品的研发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创新驱动低碳再领航

为什么在中国家电业持续 34 年的发展过程中，
在历经产业多次洗牌重组之后，小天鹅还能牢牢确
立自身的产业领导者地位，并始终把握着产业发展

的主动脉、消费者升级的主通道，成为一代又一代
消费者的优先选择的洗衣机品牌？

柴新建指出，“创新和全心全意服务理念的确
立，并将这一理念持续融入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整体体系中，最终成功实现了小天鹅发展动力来自
于市场需求，又引领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体
系”。

在小天鹅 iAdd 自动投放洗衣机上市 2 年时间内
便迅速获得快速发展的背后，正是企业基于“绿色
低碳”的产品创新理念，在全球倡导低碳型社会建
设、低碳消费体系中，实现了将企业技术创新、消
费需求与产业升级的一体化融合。

早在 2011 年，小天鹅就率先通过了国际权威机
构英国 Intertek“绿叶标志”认证，为低碳产品的开
发和生产奠定了绿色制造基础。此次通过低碳认证
的小天鹅 iAdd 自动投放洗衣机系列产品，消费者只
需要一次性添加洗涤剂，就可以智能实现多次精准
的投放，并达到满意的洗涤效果，解决了手工误投
带来的洗涤剂和水电资源的多重浪费，实现节水、
节电的同时，避免“环境二次污染”。

在追求以科技创新实现低碳、绿色、节能的发展
道路上，小天鹅通过对产品实施“碳足迹”分析，优化
生产流程，从生产环节着手，将绿色消费观念贯穿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实现对消费者、国家以及整个人
类生存环境的承诺。 文/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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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鹅iAdd自动投放普及
开启洗衣机低碳新时代

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

相连。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抵御国际

金融危机的“稳定器”和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的强劲“引擎”，中国经济的动向备受瞩目。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全面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把稳增长放

在更加重要位置的强烈信号，更是为充满变

数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信心。透过此次

会议，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未来

发展的宏伟蓝图。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明年

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扎实开局，必将为世界

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带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信心来自于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即坚持稳中求进。今年以来，受外部环境恶化

等负面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

大，前3季度经济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中国

坚持规避内外风险、稳中求进的策略，更加重

视激发经济的内生活力，并取得明显成效。进

入9月份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

资、消费等三大需求均出现筑底回升迹象，各

项经济数据一致描绘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

新态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国

内经济形势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继续把握

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保持宏观经

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经济增长大起

大落。这充分表明，中国对其宏观经济政策信

心十足，对明年的经济增长信心十足，对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信心十足。中国的自信散发出

强大感染力，给当前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吃了

一颗“定心丸”，也让世界经济增强了信心。

信心来自于中国承诺深化改革开放，继

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虽然中国发

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战

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机

遇是倒逼出来的，需要中国下更大力气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深化产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力争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

此次会议强调明年中国经济要加快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将为世界经

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强大动

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与

升级过程中，资本、技术、资源和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带给世界

的将是经济增长的更大生机和活力。

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将不

断扩大。中国正日益成为国外优质商品的巨

大市场。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据世界银行预

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预计将有近三分之二

居住在城镇地区。城镇化率提升的每一个百

分点，对应的都将是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

消费。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中国将为全球产业链不断创造

商机，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合作良机，其发展

成就将进一步惠及全球。

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全

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其发展的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必将为

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而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也将从中国的更大发展中得到更多“红

利”。只有坚定信心，才能共克时艰。只有紧

密合作，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增强信心
陈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