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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小微企业融资发展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袁虽然解困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性措施颇多袁但政策导

向性与资金市场性的矛盾突出袁政策理想性与执行现实性始终存在偏离袁归根到底还是信贷市场的供需不平衡遥 在对小

微企业资金供需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袁依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袁围绕区域尧产品尧渠道尧风控四个维度袁以可操作的技

术手段尧创新性的发散思维从资金供给面着手袁最终以新的供给催生新的需求袁进而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遥
关键词院小微企业曰金融政策曰目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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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及文献综述

特殊的经济地位尧固有的群体特征以及现实发

展环境决定了小微企业牵动社会经济的每一根神

经袁其融资发展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遥 虽然

解困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性措施颇多袁但政策

导向性与资金市场性的矛盾突出袁政策理想性与执

行现实性始终存在偏离遥 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环境

下袁以野转方式尧调结构冶为问题导向袁围绕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变革的主

攻方向曰资金作为一种流动最频繁尧最基本的生产

要素自然成为改革中最活跃的因子之一袁而资金的

逐利性和避险性决定其具有偏向较低风险需求主

体的倾向遥 在资金总量相对稀缺尧有限的条件下袁相
关政策的核心理念始终得不到体现袁小微企业融资

难尧 融资贵的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的关键痛点之一遥
归根到底袁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根源还是信贷市场

的供需不平衡袁是一个资金面的问题袁依照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思路袁从区域尧产品尧渠道尧风控

等维度着手袁实施资金面的结构性改革袁推动小微

企业融资结构的优化袁从根本上实现资金供需的再

平衡遥

理论上袁 对小微金融的研究立足于不同的视角

形成一系列不同的假说袁对应的政策建议多种多样袁
但核心问题还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缺口问题遥 国内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是指外源融资难袁 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从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综合

考虑遥 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国家宏观政策调整

之外袁 小微企业可供抵押担保的资产总量与银行可

提供的资金总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额曰[1] 当融资过

程设定在小微企业这个特殊的群体背景下时袁 抽象

的供求理论只是分析基点袁 需要与小微企业的融资

实践相结合袁探讨融资行为尧效率以及机制袁[2]充分

发挥金融创新与制度重建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缺

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遥 [3]另一方面袁货币政策

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对称特点袁即
便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袁 融资渠道的限制也会使得小

微企业无法完全获得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益处袁[4]

主要是小微企业自身的融资特点与现行的以商业银

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严重不匹配袁 须用普惠金融理

念在体制创新上找出路遥 [5]由此可见袁虽然理论研究

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小微企业融资的资金供需面袁但
经济新常态下资金供需的基本面已正在或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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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变化袁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政策不断出新袁针
对新的政策与市场环境袁理论上的揭示却不足遥 本

文的创新点就是从政策导向性与资金市场性的矛

盾出发袁剖析政策目标与执行结果之间存在的现实

偏离问题袁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完全市场化的资金配

置难以有效缩小政策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偏离

度袁进而提出利用区域性差异政策尧互联网技术工

具以及完善性金融服务等外部手段是助推小微企

业金融政策落实生根的可选择措施遥
二尧小微金融政策与执行效果的冲突

现阶段袁国内鼓励小微金融服务的政策内涵不

断丰富袁操作性不断增强袁但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

始终存在差距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命题

下袁小微金融服务一再被强调袁但金融服务成效差

强人意遥
渊一冤小微金融服务的政策导向

政府层面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政策从未

间断袁除信贷投放尧监管指标尧信贷创新尧规范服务

收费等监管政策袁还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

政策尧商贸政策尧法律法规尧信息科技以及应急互助

基金等社会扶植政策等遥 随着经济改革方向的调整

与完善袁小微金融服务政策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变革

方向尧时代元素以及创新命题遥
1. 政策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新常态环境下的经济变化特征与运行规律决

定金融改革和创新紧盯实体经济的基本路线遥 遵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袁持续改进和强化银

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袁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成

为金融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袁推动经济转型与结构

调整的重要措施与方法遥 政策层面袁银行业监管层

给出进一步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意见袁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紧跟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时代

步伐袁 坚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并重袁围
绕创新续贷方式尧加强续贷管理尧规范收费项目尧完
善考核机制尧运用风险分担尧缩短融资链条等多个

环节综合发力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袁不断拓

展金融服务覆盖面袁构建以资源共享尧要素共享尧利
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模式袁 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

效尧公平的配置遥
2. 政策推进普惠金融实践

普惠金融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鲜明

政策袁 是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袁以

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

群体提供适当尧有效的金融服务袁一经提出便在国

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遥 小微企业特殊群

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被纳入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之

中袁旨在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尧可得性

和满意度袁增强金融服务的获得感遥 监管层面则按

照野立足改善民生袁聚焦薄弱领域袁深化金融创新袁
推进普惠建设冶的指导思想袁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袁明确单列信贷计划尧拓展服务

渠道尧丰富服务手段尧改进期限管理等具体手段袁确
保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稳步增长袁力争实现小微企业

贷款野三个不低于冶的监管目标遥
3. 政策鼓励金融创新发展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主题下袁紧紧围绕野创
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五大发展理念袁鼓励小

微金融创新是当前最基本的政策基调袁由政府牵头

或引导的小微金融组织架构尧信贷管理机制尧产品

与服务等创新活动层出不穷遥 例如袁针对科创型小

微企业袁银监会尧科技部尧人民三部委联合部署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袁开展投贷联动试点

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遥 又如袁
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建立税银合作机制袁鼓励各

地税务机关尧银监会派出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

展野税银互动冶活动袁以此突破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

的融资瓶颈遥 再如袁国家工信部为进一步营造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袁重点培育一批基础

设施完备尧综合服务规范尧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国家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遥
渊二冤小微金融服务的现实问题

尽管决策层一再要求并大力驱赶信贷资金向

实体经济倾斜袁特别是强调给予小微企业最大限度

的信贷支持袁但严峻的融资矛盾一直困扰着实体经

济袁政策理想性与现实性存在明显的冲突遥
1. 政策目标性与结果性冲突

在货币资金供给方面袁直接反映现实购买力的

狭义货币 M1 与实体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减

弱袁M1 增速从 2015 年 6 月的 4.3%快速上升至 2016
年二季度末的 24.6%袁涨幅达 20.3 个百分点曰譹訛而实

体经济持续疲弱的表现与 M1 的高速增长明显背

离袁2016 年二季度末袁 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76.7%袁 同比高

1.8 个百分点遥 譺訛另一方面袁狭义货币 M1 与广义货币

张 惠：小微金融政策目标与执行结果的冲突

37



2016年 9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5期

M2 同比增速分化袁2016 年二季度末袁M1 与 M2 的剪

刀差迅速扩大至 12.8 个百分点袁 譻訛映射着大量资金

缺乏出口袁 银行信贷并未直接传导至实体经济袁
2016 年 1-6 月份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58797 亿元袁
同比名义增长 2.8%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1.5%袁 比去年同期降低 3.6 个

百分点曰 譼訛经济信号映射的是产业空心化与资产泡

沫化袁与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尧加大国民经济重点领

域尧薄弱环节信贷支持的信贷导向相悖遥
2. 政策针对性与市场性冲突

在贷款资金需求方面袁 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

响袁企业扩张意愿降低袁融资有效需求减弱袁我国

大尧中尧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袁但
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最为旺盛袁而中型尧大型企业的

贷款需求依次递减遥 2016 年二季度袁我国大尧中尧小
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 51.3%尧52.9%和

57.2%袁较上季分别下降 4.2尧3.7 和 2.9 个百分点遥 譽訛

与强烈的资金渴望相比袁2016 年上半年袁 银行

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9.31 万亿元袁
占同期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 30.7%曰新增 1.48 万

亿元袁增量占企业新增贷款的 36.3%遥 譾訛小企业融资

有效需求与信贷投放偏好不匹配袁 出于逐利避险

性袁扩大安全资产投放袁信贷资金多流向大中型企

业群体袁资金倒挂特征明显遥
3. 政策导向性与商业性冲突

在资金价格方面袁自 2014 年 11 月央行开启的

一轮降息周期袁连续性的降息政策意在下调贷款基

准利率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袁连续性的降准政

策旨在释放流动性以增加实体经济授信规模曰然而

宽松的融资环境对于小微企业影响甚微遥 据渣打银

行数据报告显示袁2014 年末中小企业融资和银行融

资成本指数分别为 47.6 和 49.0袁譿訛到 2016 年二季度

末两项指标仍位于中位线 50 以下袁 表明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攀升趋势并未减弱袁且继续加重中小企业

偿债负担并收紧企业现金流袁银行端资产配置荒与

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端融资困境并存遥 此外袁除了融

资成本袁小微企业同样关注资金获取方式的便捷性

以及信贷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遥
三尧小微企业信贷资金供需矛盾的实证分析

虽然我国已形成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尧丰富的

金融产品体系尧开放的金融交易体系袁但小微企业

融资渠道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袁受到金融媒介对其融

资行为约束袁资金供需端商业性与政策性矛盾突出遥
渊一冤资金需求要要要小微企业的选择

基于小微企业平等的享有金融可得性的政策

目标遥 假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不存在

任何不确定性且信息完全袁 企业生命周期仅分为 0
期和 1 期袁初始禀赋为渊 0袁 1冤并将效用函数设定

为柯布要道格拉斯渊Cobb-Douglas冤生产函数 渊 0袁
1冤= 0 1 院其中 0 袁 1袁其中 0袁 1 表示企业在

0 期和 1 期的信贷金额袁 袁 表示企业在 0 期和 1
期信贷金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其总体效用增加

的百分数袁也就是在其生命周期内信贷支持对小微

企业效用的贡献值遥
假定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的生产消费可即时转

化为生产性投资袁此时可以引入生产函数 渊 0冤袁 渊 1冤
描述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机会袁其中 0袁 1 表示企业在

0 期和 1 期的投资袁且
0
跃0袁

1
跃0遥

当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介入到小微企业消费尧投
资尧生产等决策时袁便引入金融性投资机会袁即允许

企业间借贷并产生借贷利率遥 假设均衡利率为 r袁在
生产性投资机会与金融性投资机会并存的情况下袁
小微企业生产消费的选择不再受到原始资源禀赋

的限制袁因为企业可以在 0 期借入一部分信贷资金

等增加当期的生产消费而减少 1 期的生产消费曰或
者通过生产性投资渠道减少 0 期生产消费水平以

增加 1 期生产消费水平遥 此时企业选择的数学表达

方式院
max

0袁 1袁 0

u渊 0袁 1冤= 0 1 袁s.t.0臆 0袁0臆 1臆 1+ 渊 0冤+
渊1+ 冤渊 0- 0- 0冤 渊1冤

一是投资决策院
max

0
0- 0+ 1+ 渊 0冤1+ 袁即max

0

渊 0冤1+ - 0遥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可得到的投资水平为院 0=

-1渊1+ 冤遥
二是消费决策院
max

0袁 1

u渊 0袁 1冤= 0 1 袁s.t.0臆 0袁0臆 1臆 1+ 渊 0冤+
渊1+ 冤渊 0- 0- 0冤 渊2冤

对上式进行最优求解袁最终可得的企业在 0 期

的信贷表达式袁 即企业面临的信贷市场需求曲线 D
渊 0袁 冤院

0= [ 1+ 渊 0冤]+ 渊 11+ 冤+ 渊 0- 0冤+ 渊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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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金融性投资机会的借贷曲线袁 如图 1 所

示袁企业通过生产性投资调整使得信贷曲线与生产

可能性曲线切于 袁企业消费由原始禀赋 相应地

调整至 袁效用水平明显得到提高曰同时金融投资

进一步扩大了 1 期的生产性投资袁信贷曲线与效用

曲线切于 袁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遥

0 期 Q

1 期 r

u渊Q0袁Q1冤A''

A'

A

图 1 小微企业生产要信贷选择

渊二冤资金供给要要要商业银行的选择

一方面袁资本市场中商业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

金供给方袁出于趋利避险的本质属性袁其信贷投向

选择服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原则遥 假定商业银行

的信贷供给为 袁那么小微企业在期的实际信贷需

求为 0- 0袁如采用均衡利率 r袁那么商业银行的

预期收益可以用 R渊 袁 袁 0袁 0冤表示院
R渊 袁 袁 0袁 0冤=渊 0+ 0冤渊1+r冤 渊4冤
另一方面袁商业银行为安全收回贷款本息需要

付出相应的信贷管理成本 袁 而信贷管理成本与资

金供给量 尧 信贷风险 以及外部环境 密切相

关遥 不言而喻袁资金供给量与信贷风险越大对应的

信贷管理成本越大袁资金供给量 尧信贷风险 对

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成本的正向效应明显曰外部环

境状况越好袁小微企业信贷安全性越高袁即 越大袁
金融机构的管理成本越小曰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管

理成本可以表示为院
渊 袁 袁 冤 渊 冤2 渊5冤

相应利润的数学式为院
仔= - =渊 0+ 0冤渊1+r冤- 渊 冤2 渊6冤
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袁 根据max 仔= - =渊

0+ 0冤渊1+r冤- 渊 冤2

可推算出小微企业信贷市场的供给曲线院
渊 0袁r冤= + 12B 渊1+ 冤 渊7冤

可见袁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与企业

初始资源禀赋并无关系袁现实中小微企业初始自有

的资源禀赋并不足以支持其跨期生产消费或选择性

投资袁所以外部融资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遥
渊三冤资金供需要要要政策性与商业性矛盾

通过对小微企业与商业银行对资金供需选择

的分析可以综合得出小微企业信贷市场需求曲线

式渊3冤与信贷市场供给曲线式渊7冤遥 据此简单勾画商

业银行与小微企业信贷供需关系袁具体如图 2所示遥
r

D S

O Q
图 2 小微企业资金供需关系

就单个小微企业而言袁 在信贷资金需求端袁其
固有属性与发展特征决定它的初始资源禀赋并不

丰富袁 甚至起步阶段存在负投资或者负储蓄的情

况曰考虑到小微企业的特殊性袁根据上述设定的企

业信贷需求函数袁实际的信贷需求曲线存在不断向

左方平移的趋势遥 在信贷资金供给端袁在经济下行

通道内袁 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风险承担能力弱尧信
息不够透明尧政策落地困难等外部环境使得外部环

境系数取值不断被客观调低袁原本稀缺的金融资源

对于小微企业的有效可行域也不断被压缩袁推动信

贷资金供给曲线不断上移遥 最后信贷供给曲线与需

求曲线即便是在高利率水平下也很难在均衡点实

现交汇袁小微企业融资难尧融资贵的问题在无外部

调控的情况下将一直延续下去遥
如从单一小微企业过渡到众多小微企业组成

的整个信贷市场袁通过简单的加法可以得到整个市

场的信贷供需曲线袁如图 3 所示袁最理想的供求曲

线 向右上方倾斜袁需求曲线向 左下方倾斜曰但
信贷市场中资源的稀缺性与信息的不对称决定供

求曲线是呈野臂弯冶形态的 袁在均衡利率 下实际

信贷供需 与理想信贷供需 之间存在一个信贷

配给的差额 袁究其原因还是商业银行商业性信

贷配给造成的效益损失遥 就整个市场而言袁在商业

化运作与政策性引导混合并行的区域性小微企业

融资体系中袁 有限的金融资源只会流向风险低尧收
益高的大企业尧大项目袁从而导致小微企业弱势群

体被排斥在融资体系之外遥 若无实际可操作性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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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手段尧技术手段等改善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存在

的矛盾袁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遥

r*

r

S' S

AD

Q' Q*
图 3 小微企业信贷市场供需关系

四尧商业银行落实小微金融政策的建议

从资金面的供需关系分析看袁小微金融的政策

导向性与资金市场性始终存在冲突袁政策理想性与

现实性始终存在偏离袁但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遥 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袁在现有的小微金融政策体

系下袁解决处于野长尾冶末端的众多小微企业融资问

题关键是结合小微金融政策尧监管要求袁围绕区域尧
产品尧渠道尧风控以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尧创新性的发

散思路落实小微金融政策袁最终以新的供给催生新

的需求袁优化小微企业信贷结构袁防范集中度风险袁
创造共享性金融生态圈遥

渊一冤细化小微金融区域落实政策

国家宏观层面所出台的小微金融政策数量众

多尧导向明确尧路线清晰袁但具体到商业银行等某一

特定的金融机构时袁为保证政策的执行成效与预期

目标的一致性袁需要结合各自所属金融服务区域的

产业结构与经济特点袁分区域制定相应的小微企业

信贷政策尧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其他综合性金融服务

方案等袁 建立小微金融政策落实检测工作机制袁并
在保证整体的营销与风险管理轮廓不变的前提下

做出适时调整与修正袁提高小微金融服务政策的普

及性遥一方面袁瞄准区域特色产业遥在坚持既有政策

导向不变的前提下袁 根据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特点尧
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市场规模与成熟度袁围绕立足地

方尧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袁因地制宜地确定落实小

微金融政策的重点袁将小微金融服务需求纳入区域

金融服务模块的建设中遥 另一方面袁锁定区域目标

客户遥 依照小微金融政策指向明确客户定位袁根据

所处行业类别尧市场特色尧企业共性尧发展层次以及

融资需求等细分小微企业客户群体的层级袁调整区

域金融布局尧功能设置袁完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

配的小微金融服务政策袁将客户的价值诉求根植于

各个区域的金融分层服务中遥 除此之外袁针对各项

小微金融政策设定关键指标项袁排定小微金融政策

落实时间表袁 常态化地统计小微金融政策落实情

况袁有效采集数据袁定期更新数据袁详列重大事件袁
条件成熟的区域可以将小微金融政策执行情况标

准化之后建立数据库袁对各个区域的小微金融服务

成效动态追踪尧优化调整遥
渊二冤丰富小微金融服务产品体系

金融产品作为资金融通的各种载体链接资金

供需双方袁是金融市场的买卖对象袁而丰富的小微

金融产品是落实各项金融政策的基本抓手遥 首先袁
大力推广普适性金融产品遥 基于小微企业发展规律

与融资共性袁倾力推广比较普遍地适用于众多小微

企业的融资产品遥 避开金融创新产品推介阻力袁培
育统一而具有操作性的业务规则袁在满足收益覆盖

风险的基本原则下袁合理划定符合最大多数小微企

业承受能力的定价水平袁提升小微金融产品的可得

性遥其次袁鼓励推出特色性金融产品遥金融创新的本

质在于突破现有边界袁在守住不违规不违法的红线

的基础上袁在金融应用场景内为小微企业寻觅更大

的融资发展空间遥 一是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袁基于

产业供应链以灵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资金有效

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袁通过金

融活动激活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遥 二是以园区尧商
圈尧市场为中心点袁基于大数据征信为基础建立小

微企业信用联盟袁在开放式尧市场化尧社会化的良性

金融生态圈内袁 构建以信用为担保方式的融资体

系遥 三是以政府及相关部门为牵引点袁基于政府扶

植小微企业的主导力量袁以野银行+政府+担保公司+
小微企业冶四方联动模式支持优质小微企业袁以野银
行+政府+担保公司+龙头企业+农户冶的五方联动模

式支持野三农冶产业遥 四是以创新创业为服务点袁以
特色产品为轨道延长金融服务线袁 打破重抵押尧重
担保的传统审贷模式袁联同政府设立小微创业融资

基金袁使得小微企业创业享受创业贷红利曰联同创

投机构通过野先贷后投尧先投后贷尧边投边贷冶解决

科创型小微企业野融资难袁融资贵冶的痼疾袁优化企

业资本结构袁加快企业成长步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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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增添小微金融服务科技含量

从实证分析看袁在政策性与商业性混合交错运

行的信贷市场中袁科技是推动供给与小微企业资金

需求交汇袁缩小信贷配给差额袁减少效益损失的可

能性外部力量袁 而目前小微金融服务对网络信息尧
大数据尧云计算尧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足以给出最

有力佐证遥 其一袁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金融机构层

面都需由市场份额观念转向客户份额观念袁以用户

为中心袁通过互联网技术推送尧商业推广尧产品推介

等方式袁继续纵深推进享有小微金融服务政策权利

的企业实现量级跨越遥 其二袁无论是用户服务还是

风险管控都需由注重野硬信息冶转向关注野软信息冶袁
以大数据为支持袁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廉价尧迅速尧
优化的综合优势袁高效识别尧精准审核海量化尧高增

长和多样性的小微企业信息袁提高资金供需双方的

匹配度袁提升小微企业资金获得率遥 其三袁无论是前

台操作还是后台处理都需由野坐商冶转向野行商冶袁以
信息技术为基础袁 通过网络媒介工具联合政府尧民
间资管尧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对信息流尧资金流尧商
流尧物流进行整合处理的综合化平台袁缓解小微企

业融资中的渠道不畅与信息不对称阻力遥
渊四冤提升小微金融风控防控水平

在小微企业融资受阻的众多原因中袁小微企业

抗风险能力较弱袁极易受到不确定因素影响致使其

实际获得的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袁出于风险系

数的考虑常常被商业银行排在资产配置之外袁所以

确保小微金融政策顺利落地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

进一步增强风险把控水平遥 一是要加强小微金融产

品压力测试遥 为政策而生的创新性产品对于落实小

微金融政策的作用不容置疑袁但并不排除部分金融

产品的成立条件需要前提假设袁为保证产品的安全

度袁需要建立常态化的产品测试机制袁并提早配备

相应的应急预案遥 二是要重视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质

量预警遥 虽然各家商业银行基本已设定预警指标体

系袁但对包含小微金融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落实的

预警不是很充分袁这就需要对涉及小微企业信贷资

产质量的关键指标纳入一般预警体系之内袁对随时

可能出现的政策环境及落实小微金融政策过程中

没有适时反映的不确定性因素袁构建资产质量指标

预警系统遥 三是要完善小微企业问题贷款处理方式遥
对于在经济下行通道内贯彻执行小微金融政策过

程可能出现的问题贷款最重要的是以市场化手段

处置遥 坚持发散性思维袁掌握市场化手段袁准确把握

化解的处置时机袁不断创新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化解

手段袁维护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热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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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Policy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ZHANG Hui
渊HuaXia Bank Nanjing branch, Nanjing Jiangsu 210005,China冤

Abstract: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financing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highly social attention, although it is a lot of
policy measure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financing problems, there is a glar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licy-oriented and
capital-market, there is always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ideal policy and the reality execution, is still a problem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in the credit markets ultimately.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analysi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funding
supply and dem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round four dimensions of region, product,
channel, risk, completion the capital supply-side reform the by operational techniques, innovative divergent thinking, by the
new supply birth of a new demand, and thus rebalancing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financial policy; go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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