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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制也要改革，不然金融
体制与实体经济成了两张皮。”

6月28日， 第三届全球智库
峰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金融改
革被一些专家和企业代表着重强
调。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
究中心主任尼古拉认为， 改革要
有先后顺序，金融改革最为重要，
应放在日程表的最高位置。

同一时期于上海举行的
2013陆家嘴论坛上，监管层已表
达了要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银
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说：“下一
步， 我们将统筹银行业改革发展
的顶层设计， 按照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本质要
求， 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 更好地推动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在早前的
6月19日， 国务院就开始研究部
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政策措施。

决策层发声不久， 市场就已
看到行动。7月19日，中国人民银
行宣布7月20日起进一步推进利
率市场化改革， 全面放开金融机
构贷款利率管制。“‘钱荒’事件不
到一个月， 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有
新动作，政府反应很快。”19日晚，
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消息一
公布， 不少网民为决策层的改革
勇气和决心叫好。

“金融体制也要改革， 不然
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成了两张
皮。”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
子彬的言论得到广泛赞同。各界
普遍认为，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
制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
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
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作用。

国有银行要放下身段， 贴近中
小企业

利好消息接踵传来。7月24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一步公平税
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
和营业税。消息一出，包括李子彬
在内的各界人士为之振奋。

李子彬是从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职位上退休的， 退休后创建了
中小企业协会， 目前已有会员二
十多万。这几年，他“每天朝九晚
五地上班， 但一分钱工资不拿”，
自称“专门为中小企业解决麻
烦”，“不重视中小企业，社会不稳
定，老百姓富不起来”。

今年6月17日，李子彬用8页
稿纸， 给主管金融业的国务院副
总理马凯写了一封近5000字的
信，就“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提
了4条建议： 改变现有银行业体
制、机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
境；大力发展中小银行；鼓励民间
资本做中小金融机构； 规范和加
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直接融资。

7月15日国务院全国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会议， 国务
院副总理马凯指出要加快丰富和
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李
子彬的建议得到采纳。

事实上， 小微企业在稳定增
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
场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但是，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也
不少，包括缺少资金支持。在7月
23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小微企业
融资发展论坛” 上， 与会人士指
出， 国有商业银行要放下身段贴
近中小企业，了解客户。

与会人士的建议事出有因。有
分析认为，在贷款资源稀缺的情况
下，贷款在流入实体经济时很可能
出现大企业信贷成本越来越低，反
向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相关分析人士表示， 中小企
业的融资成本短期内出现明显下
滑的可能性不太大， 但从长期来
看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后， 竞争
格局形成， 利率水平将成下行趋
势。未来，中小企业是否会从金融
改革中真正受益， 还要看实际利
率水平，还有待时间检验。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阵痛。如
何落实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以
实业经济夯实经济的基础？ 如何
走出一条新经济增长之路？ 考验
着中国的经济自我革新之力。

据《南方周末》、《南方都市
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营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

金融体制如何适应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一部分是自身问题，一部分归因于
虚拟经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金融体制也要改革。“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7月初公布的金融“国十条”，意在用“八字方针”加强引导金
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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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本做实业的企业纷纷转
行做投资或搞投机，屡屡出现
“泡沫化”倾向。耗资50多亿、
5年时间打造、面积达32平方
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
豪华新城，但同时也成了一座
无人居住的“鬼城”，原要成为
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
如今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
最佳展示品。

“泡沫化”倾向有多严重？
对此业内外还存在争论。但可
以确定的是，一些地区经济空
心化、 泡沫化情况已经很严
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明确指
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毫无
疑问必须来自实体经济，而不
是金融的运作。”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困境
中，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困境

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也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国

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被虚
拟经济的浮华迷住双眼的发
达国家决心重振它们引以为
豪的制造业。去年年初，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国情
咨文演讲时说：“现在是让制
造业重回美国的最好机会”，
高调宣布重振美国制造业。

当“再工业化”和“第三次
工业革命”，与金融危机、欧债
危机、金砖国家崛起等全球重
大事件相伴而至时，新一轮国
际产业链变革已经悄然到来，
全球经济格局也迎来一场全
新的洗牌。

但对中国而言，更需要面
对的是挑战。针对当前经济形
势各方普遍认为，所有困境中
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困境。

7月初出台的《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即金融“国十条”），指明了当
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是投

资后遗症问题导致产能过剩
严重；一方面是资金分布不合
理，中小企业融资难。

面对困境，未来如何保持
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
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
书长张燕生建议：“政府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要为实体经济
的企业减负，要想叫马儿跑得
好， 必须叫马儿轻装上阵。第
二个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要让
马儿有动力。第三个就是从供
给层面来讲，要想叫马儿跑得
好，现在马还比较弱小，就要
帮一把。”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
调整来完成实体经济的转型，
那么，中国经济新30年的黄金
时期将到来。” 张燕生对实体
经济的转型升级充满期望。

按照金融“国十条”，当前
要做的重点，一是解决过剩产
能，二是改革金融体制，解决
企业融资问题。

为什么会越亏损越生产？
解决产能过剩：首先是要“管住政府”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制订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这一刺激政策造成的一大负面影响是产
能过剩。在消化过剩产能上，7月份出台的“国十条”首次提出了“四个一”：“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
合一批、淘汰一批。”更长远的措施，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吨钢的利润，还不够买一
瓶饮料

7月初， 福布斯世界500
强发布，中国企业再次交出亮
丽成绩单， 排行榜上内地7家
钢铁企业光荣在列。但人们无
心沉浸在“民族自豪感”里，因
为另一组数据像针一样，轻易
就把福布斯升起的这个彩色
气球戳破。资料显示，2012年
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盈
利15亿元，上榜的7家钢铁生
产 企 业 平 均 利 润 率 仅 为
1.47%。2012年我国钢铁产能
高达10亿吨左右， 市场需求
却只有7.2亿吨，“一个河北省
就3亿吨产能， 人们说全世界
钢产能中国第一、 美国第二、
河北第三。” 中国中小企业协
会会长李子彬如此形容产能
过剩。

山西一家民营钢厂负责
人感叹，目前一吨钢的利润仅
有2.6元，买不起一瓶饮料。宝
钢董事长徐乐江说：“我们能
生产各种产品，但是我们却都
不赚钱了。” 一句话道出了钢
铁企业痛苦挣扎的现状。

事实上不仅仅是钢铁行

业，目前我国水泥、电解铝、风
电设备、光伏电池、船舶等行
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
没有一个行业不存在产能过
剩的问题。” 有人甚至给出如
此惊人之语。

何以出现越亏损越生产
的怪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认为，本轮产能过剩的主要原
因是近三年的集中投资，地方
政府盲目上马新项目，以行政
方式推动产能增长，加剧产能
过剩。

管住政府，让“停不下来的
企业”停下来

产能过剩的后果仅仅是
买不起一瓶饮料吗？英国《金
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
光直言， 产能过剩是今后5年
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
大挑战，是中国经济实现“升
级版”必须应对的重大考验。

沈建光认为，产能过剩使
企业投资预期下降，合并关闭
一些工厂会导致失业，打击居
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
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

下行压力。
压力面前，决策层伸出了

看得见的“调控之手”，治理因
投资冲动“停不下来的企业”。

今年以来，中央对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已下达了遏制扩
张的硬任务。6月14日， 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大气污染防
治十条措施， 严控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新增产能。7月5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 在消化过剩
产能上， 首次提出了“四个
一”，即“消化一批、转移一批、
整合一批、淘汰一批”。

“化解产能首先要‘管住
政府’。”冯飞则建议，政府不
要再去代替企业管投资、管效
益，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
矫正作用。

“仅靠政府调控只能使问
题有所缓解，若要最终解决问
题，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改变GDP挂帅的地方官
员提拔体系及政府对资源和
生产的强大控制，加快完善市
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开
市场准入，发挥市场竞争的作
用。”沈建光在专栏里说。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人们对金融体制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全世界钢产能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河北第
三”，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问题的一大突出特点。

上半年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但仍然在“合
理区间”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