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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
分，小微兴则实体兴。浙江省台州是全
国小微金改的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一个
拥有 3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城市。台州银
行业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服务小微企业的商业模式。日前，
经济日报记者随银保监会来到浙江台州
调研。

小微企业融资难，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成长初期缺乏必要的抵押物。商业银
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如何把控风险确
保放贷资金安全也是一个难题。面对这
些难题，浙江台州银行业在服务小微企
业方面亮出了自己的绝活，小微企业不
用提供抵押物，也能获得银行贷款。

陈坚在台州多年经营水泵业务。
2018年，他想购置厂房，扩大业务规模。
但是，因为缺乏抵押品无法向银行申请贷
款。台州银行了解情况后，主动承诺提供
信用贷款。2019年2月份，陈坚在台州银
行温岭大溪支行办理了一笔200万元的
信用贷款，解决了购置厂房的资金缺口。

为什么敢给无抵押资产的客户贷
款？台州银行有一套完整的风控管理策
略。台州银行市场总监王伟文说：“台
州银行打造了小微金融服务智慧平台，
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贷前准入、贷中审

批、贷后监控实施‘数字化’处理，能
有效排查风险。”

“在台州，没有抵押物没关系，只要
你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无不良嗜
好，就可以获得银行贷款。”台州银保监
分局党委书记曹光群说。截至 2019 年 3
月末，台州全市信用贷款余额909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218亿元，增长31.6%。

科技型企业在成长之初因为轻资产
的特点，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不少
地方试点尝试用科技型企业拥有的专利
权、商标权作为押品来获得银行信贷支
持。但是，如何准确评估知识产权价值
是个难题。因此，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
押获得的资金往往不高，实际效果并不
理想。

泰隆银行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无
抵押担保、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问题，探

索符合科创企业发展规律的信贷理念。
泰隆银行行长王官明说：“由于商

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准确价值不
好判断，我们不强求客户质押知识产
权。我们发放贷款还是看企业的产品和
企业家的人品，发放贷款实际上属于信
用贷款。”

泰隆银行在 2017 年设立了台州科
技支行，截至 2018 年底泰隆银行科技
支行累放贷款 2.7 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泰隆银行90%以上的贷款不需要抵
押物。据了解，客户在泰隆银行科技支
行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不需要去第三
方评估专利价值，这也为企业省下评估
费用，节约了资金成本。

众所周知，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较
大，收益较低，台州银行业向小微企业
发放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后，不良率怎么

样？答案有些出乎意料。台州银保监分
局数据显示，在台州市企业信用贷款不
良率为 0.1%，企业抵押贷款不良率是
0.74%，信用贷款的不良率比有抵押贷
款的不良率还要低。

曹光群介绍称，这与当地融资基础
设施建设良好密切相关。为了让商业银
行更好的服务小微企业，台州银保监分
局指导银行机构创新开发台州银行业

“掌上办贷”数字金融平台，“掌上办
贷”平台还依托浙江银保监局与浙江省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合作，对接浙江金
融综合服务平台，多维度引入台州政府
有关信息，实现工商、税务、海关、环
保等数据及时查询和共享应用，真正让
数据“跑起来、用起来、立起来”，为
提高授信决策精准度、提升信用贷款占
比“赋能”。有了这些信息数据，商业
银行可以看小微企业看得更清楚，放贷
更精准。

此外，依托“掌上办贷”平台带动银
行机构信息系统与 PAD 移动终端建设，
形成线上+线下的服务闭环，让金融服务
全流程网上通办。客户只要在电脑上、手
机上点点按键，就能联系银行机构，畅通
无阻获得金融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商业
银行面向小微企业的放贷效率。

企业信用贷款不良率仅为0.1%——

台州银行业如何做到少抵押却低不良
本报记者 彭 江

台州银保监分局指导银行机构创新开发台州银行业“掌上办贷”

数字金融平台，“掌上办贷”平台还依托浙江银保监局与浙江省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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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5 月 9 日，2019 全球 （青
岛)创投风投大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在会上表示，截至今年4月
底，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达 6975只，管理
资产规模为 9970亿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英文
简称SEC） 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数据，在SEC备
案的创业投资基金846只，管理规模800多亿美元。中国
创投基金规模已超过美国。

不过，洪磊表示，目前我国创投基金尚处于粗放发展
阶段，专业化和规范运作水平仍有待提高。

洪磊说，以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为代表的风险投资是
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最有活力的创新资本。青岛是
创投风投青睐的城市之一，创投风投的活力在青岛绽放。
股权创投的活力来自于行业的专业精神与信义义务，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积极承担法定职责，以保护投资者
权益和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做好行业自律，提升行业服
务，推动私募基金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服务于国家与地
方经济建设大局。

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

我国创投基金规模已超美国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日前从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行获悉：截至2019年3月末，该行粤港澳大湾区贷款余额709
亿元，较年初增长103亿元，占该行贷款的比例达到73.9%。

记者了解到，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通过发挥政
策性金融职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不断提供大力支持
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该行加
强调查研究，明确了四大重点支持领域，包括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协同创
新平台，加快推进合作发展平台、推动全面对外开放。

近年来，该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贷款近六成投向制造
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支持的重点项目有
港珠澳大桥、广州港、珠海港、白云机场、南沙大桥、华星光
电技术面板等。

进出口行广东分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季度新增贷款超百亿元

4月份信贷增长略低于预期，但与历史平均水平相当，专家表示——

货币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在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信贷“放量”增长后，4月信贷增长虽略低于预期，但增速与历史平均水平持

平。未来，货币政策仍将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部门融资需求有回落迹象。专家表

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方向未变。若是外部冲击过大，货币政策依然会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不排除加大定向

偏松调节力度的可能

4 月 24 日 ，财 政 部 公 布 了
2019 年一季度包括国资委监管
的中央企业、中央部门和单位所
属企业以及 36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不含国有一级金
融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显示，一季度上述国有
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中的营业
总收入、营业总成本、利润总额和
应交税金分别为 139943 亿元、
135208亿元、8198亿元和12085
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8.9%、9.2%、15.6%和3.5%。

上述指标中最为突出的是国
有企业应交税金增长仅为 3.5%，
低于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和
利润总额增长分别为 5.4 个、5.7
个和 12.1 个百分点。国有企业
应交税金增长远低于营业总收
入、营业总成本和利润总额，说明
减税政策在国有企业有所体现，
税负率降低。对比 2018 年应交
税金，一季度至四季度累计增长
率分别为 9.4%、10.0%、8.4%和
3.3%，自三季度税收增长率出现
下降，四季度下降尤为明显。如
果进一步对比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率分别为 8.9%、10.2%、10.2%和
10.0%,利润总额累计增长率分
别为16.7%、21.1、19.1和12.9%，
也反映了减税政策对应交税收增
长下降作用比较明显。

事实上，2018年至 2019年，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其中，2018年将适
用 17%税率制造业等行业和适用 11%税率交通运输、建筑
等行业降低税率1个点减税约2700亿元，对符合条件的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办理留抵退
税1000多亿元，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减税约80亿元，提
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税约 1000 亿元，出台支持创新创
业税收优惠政策减税约 500 亿元，上述 5 项减税措施合计
减税约5428亿元。2019年一季度，新出台减税政策、2018
年年中出台减税政策在2019年一季度翘尾和2018年到期
后 2019 年延续实施政策一季度叠加减税合计约 3411 亿
元。2018 年和 2019 年减税力度远超预期，也就是由于上
述减税政策落地，才使得国有企业上交税收增长有较大幅
度降低。

随着大规模减税政策实施落地，减税政策效应也在逐
渐显现。上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企业营业总成本中研
发费用增长 23.3%，反映随着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
实，企业将减税降费新增利润更多用于研发支出的倾向和
趋势。

税收监测数据显示,全国重点税源企业信心指数止落
回升,从 2018年四季度的 121.16上扬至 2019年一季度的
125.23,回升超过 4 个点,显示企业投资意愿增强,预示二
季度企业生产经营将呈向好态势。

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比较平稳，好于预期，
与近年来大幅度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密切相关。随着4
月1日起增值税更大规模减税，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改
革政策实施到位，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将会得到更好体现。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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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4月
金融数据显示，4 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 188.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36 万亿
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

业内专家认为，在一季度社会融资
规模、人民币信贷“放量”增长后，4月份
信贷增长虽略低于预期，但增速与历史
平均水平持平。未来，货币政策仍将松紧
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信贷增速基本合理

“整体看，继上月信贷、社会融资规
模放量增长之后，本月逐渐回归正常水
平，增速基本合理。”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认为。

数据显示，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和
人民币信贷均较 3 月份有所回落。4 月
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02 万亿元，较上
月少增 6700 亿元。4 月末，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达到 209.7 万亿元，同比增速由
上 月 的 10.7% 回 落 至 10.4% ，但 仍 与
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4 月份金融数据较上月出现回落，
与3月份数据超预期大幅反弹有关。3月
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 万亿元，虽存
在一定季节性回升因素，但明显高于历
史同期。2019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 8.1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34万亿元。

在业内分析人士看来，今年一季度
金融数据表现靓丽，与年初银行信贷额
度较为充裕且存在“早投放，早收益”、争
取“开门红”的经营传统有关。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为缓解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相关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金融机构也在这
方面加大了投放力度。

“银行快速投放储备项目后，也面临
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中金固收分析师
陈健恒认为，整体来看，在一季度银行快
速投放贷款后，未来可能会重新收紧贷
款额度和控制贷款投放节奏。因此，4月
份信贷增速也出现了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M2 增速虽小幅回
落 0.1个百分点，增速维持基本稳定。温
彬认为，M2 增速小幅回落与信贷增长
较慢有关，导致货币派生能力减弱。同
时，4 月份财政存款增加 5347 亿元，导
致货币回笼，这也拖累了M2增速。

季节性因素是主因

“4 月份信贷环比下降主因是季节

性因素。”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陈冀表示。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这
一季节性特征明显。

每年4月份和5月份，与前3个月相
比都是“小月”，甚至是一年当中的低点。
在 3 月份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冲
量”后，每年 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一般都会出现回落。过去 5 年，4 月份的
平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为 1.34 万亿
元，相比之下，今年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 1.36 万亿元，基本上与近 5 年的
平均水平相当。

“单月贷款、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和市
场预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由于信贷
与社会融资规模节奏和过去不同，但信
用扩张速度总体稳定。”兴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鲁政委认为，2019年前 4个月贷
款与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波动较大，1 月
份与3月份数据显著高于市场预期，2月
份与 4 月份又明显回落，对市场情绪形
成了一定冲击。“然而，如果考察贷款余
额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的同比增速，会
发现4月份贷款余额增速为13.5%，较1
月份仅高出0.1个百分点，4月份社融余
额增速为10.4%，与1月份持平。”

此前，央行有关负责人也多次强调，
不要过度关注和解读单月的数据，而应
放在更长的时间内来考量。

综合今年前 4 个月的数据来看，无
论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还是新增人民币
信贷，均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 1.36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累计为 8.18 万亿元；4 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 1.02万亿元，一季度人民
币贷款增加5.81万亿元。2018年的数据
显示，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56
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
为5.58万亿元；2018年4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 1.18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贷款
增加4.86万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部门融资需求
有回落迹象。数据显示 4 月份新增票据
融资 1874 亿元，扣除票据融资后，新增
人民币贷款规模为8326亿元，同比下降
3451 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2823
亿元，同比下降1845亿元。

陈冀认为，企业短期贷款负增长，票
据融资正增长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前
存款类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并不高。信贷
增量环比季节性回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在前期快速投放之后，存款类金融机构
普遍对未来流动性约束存在担忧。市场
普遍预期未来市场流动性不及前期宽
裕，进而信贷投放偏保守。

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近期，货币政策会边际收紧的预期
卷土重来，但实际上货币政策取向并未
改变。

“央行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意图，也
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既不希望看
到市场流动性短缺，也不希望看到市场
流动性泛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近期强
调，现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操作方
法是相机抉择、预调微调，操作目标是松
紧适度。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也表
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依然错综
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多。在这种情
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增长和
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满足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在 4 月份金融数据出炉后，陈冀认
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方向未变，松紧
适度目标或因外部因素有所调整。若是
外部负面冲击过大，货币政策依然会发

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不排除加大定向
偏松调节力度的可能。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仍有
空间。从流动性的角度看，陈冀认为，不
论短期或是长期，为维持宏观流动性处
于松紧适度的水平，央行都有补充流动
性的必要。5月份虽仅有 1560亿元中期
借贷便利（MLF）在月中到期，但考虑到
季节性财政资金回笼，短期流动性缺口
仍存。年内超过 3 万亿元的 MLF 未到
期，也需要央行对冲流动性。招商宏观团
队也认为，叠加近期股市回调、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等因素，不排除后续央行可
能采取结构性较宽松的操作。

最新出炉的 4 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
延续涨势，CPI创下 6个月以来的新高，
PPI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扩大。

在温彬看来，我国通胀压力不大，货
币政策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货币政策
保持松紧适度的稳健中性基调并没有改
变。未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

“量”的适度和“价”的合理，仍是经济“稳
增长”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