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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银行”为美国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也为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思路。然而，其巨额成本是否值得、设想措施是否可行、道
德风险如何规避都是有待进一步仔细推敲的问题。

文  |  宋玮   刘彦平

 “机会银行”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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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各国经济发

展的瓶颈问题。针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小企业

持续恶化的融资状况，美国“第三种道路”高

级政策顾问提议设立“机会银行”基金，尝试

从国家提供信用担保的角度解决小企业融资问

题，在 10 年内向美国小企业部门输送 1 万亿美

元政府支持贷款，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

“机会银行”是否是解决小企业融资的一剂良

药？其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美国小企业融资逐年萎缩 
美国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约 99%，吸纳了全

美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全国一半以上

的 GDP，在缓解就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也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强

劲动力。2008 年次贷危机过后的十年间，美国

小企业贷款额并未随经济复苏而改善，相反逐

年萎缩。2008 年至 2018 年间，美国大企业贷

款额总体上涨 35%，但小企业贷款额总体下降

9%，这主要由社区银行数量减少、大型银行“惜

贷”等原因导致。 

一方面，社区银行是美国小企业获得贷款

的主要途径，但在过去的 30 年间，社区银行由

于被兼并等原因数量锐减，减少约 10000 家。

社区银行数量减少，导致小企业传统融资渠道

收紧。另一方面，大型银行“惜贷”，不愿向

小企业发放贷款。小企业信用记录不足是大型

银行“惜贷”的主要原因，同时小企业资金需

求量小，银行收益少，这也是大型银行不愿发

放贷款的原因。              

在传统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小企业转向成

本更高的融资手段，包括银行发行的小型商业

信用卡、线上贷款等。这些手段虽然较为便捷

高效，但无疑会加重企业的成本和负担。假如

小企业盈利不善，高成本融资将使其陷入恶性

循环。即使持续盈利，较高的融资成本也会拖

第一，向小企业发放的政府支持贷款数量

将增加四倍。 

“机会银行”将重新修正 SBA 的贷款担保

计划，有权将 SBA 每年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增

加至 1000 亿美元。在 2016 财政年度中，SBA

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为 250 亿美元，支持了 5.7

万小企业。假设 SBA 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增加

至 1000 亿美元，则“机会银行”基金应该最少

支持 20 万小企业。这样一来，将有更多的小企

业受益于贷款担保计划。 

第二，帮助银行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在现行制度下，当 SBA 为小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后，如果小企业发生违约，SBA 会向银行

偿还违约贷款的一定比例（75%~90% 之间）。

“机会银行”基金将改变每笔贷款的担保金额

结构，以降低银行向初创企业贷款的风险，尤

其是那些寻求较小信贷额度的初创企业。通过

提高 SBA 偿还违约贷款的比例，从而降低银行

由于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鼓励银行承担更多

在传统融资受限
的情况下，小企
业转向成本更高
的融资手段，包
括银行发行的小
型商业信用卡、
线上贷款等。这
些手段虽然较为
便捷高效，但无
疑会加重企业的
成本和负担。

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大型与小型企业贷款数量走势

＞ 数据来源：Third Way 网站

2008 2009

3000,000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2010 2011 20152013 20172012 20162014 2018

37MEGA FINANCE   2019  08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各国经济发

展的瓶颈问题。针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小企业

持续恶化的融资状况，美国“第三种道路”高

级政策顾问提议设立“机会银行”基金，尝试

从国家提供信用担保的角度解决小企业融资问

题，在 10 年内向美国小企业部门输送 1 万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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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盈利不善，高成本融资将使其陷入恶性

循环。即使持续盈利，较高的融资成本也会拖

累其成长步伐。此外，小企业改善就业、带动

创新、增加市场活力等积极作用也在倒逼改善

融资的政策出台。 

国家担保破除困境 
“机会银行”基金的实施主体为美国联

邦机构小企业管理局（SBA，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成立于 1953 年，职能为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重要功能包括为小企业提供融

资担保。在美国现行制度下，如果银行认为向

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较高，可以向SBA申请担保，

申请获批意味着管理局将承担小企业绝大部分

的违约风险，即联邦机构为小企业提供信用担

保。但“第三种道路”认为这种制度力度不够，

提出 4 条措施进行修正，即“机会银行”基金

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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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贷风险。 

第三，降低小企业主担负的贷款担保服务

费。 

在现行制度下，SBA 对其所提供的贷款

担保服务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用几乎全部由

借款人承担。目前收费比率较高，如果小企业

主获得 20 万美元的 SBA 担保贷款，按照此前

75% 的担保比例和 3% 的收费比率，其必须支

付 15 万美元（担保部分）3% 的费用。这对小

企业主来说是额外的 4500 美元。在新制度下，

担保比例提升至 85%，但收费比率降低至 1%，

同一个小企业主只需支付 17 万美元（新担保部

分）1% 的费用，即 1700 美元。 “机会银行”

的构想将大幅度下调贷款担保服务的收费标

准，为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 

第四，消除阻碍小企业获得政府支持贷款

的限制。 

SBA 在受理担保申请时会通过审核标准进

行判断，但其中某些标准过于严格。例如，有

学生贷款的申请人将没有资格获得 SBA 贷款担

保，但鉴于学生贷款在美国相当普及，设立这

样的门槛会阻碍上百万人获得政府支持贷款；

又如以固定的信用评分（目前 SBA 设定在 680

分以上）作为获得贷款担保的门槛，可能对年

轻人、非洲裔美国人等不公平。“机会银行”

将修改批准或拒绝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流程，重

点是扩大贷款计划对可能没有必要抵押品或信

用评分的借款人的覆盖范围。这对于确保有色

人种、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公平获得贷款至

关重要。 

在我国有机会吗？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其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创造了 60% 以

上的 GDP，发起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带动

了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形成了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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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银行”的
构想将大幅度下
调贷款担保服务
的收费标准，为
小企业降低贷款
成本。

的企业数量。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现状难以支持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尤其是近两

年来，在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加强了对

影子银行的监管，在有效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

也收窄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加之大型银行

存在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心理，中小企业融

资问题尤为棘手。 

在此背景下，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政

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国家通过定向降准、开展普惠金融等引导

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银行探索建立普惠

金融事业部、村镇银行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互联网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尝试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但从中

小企业反馈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没有得到

有效满足，从政府到企业层面没有形成畅通的

传导机制，究其原因在于政策性指导难以有效

支撑银行商业化运行原则。 

美国“机会银行”基金的构想为我们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 

首先，对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在政府层

面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从“机

会银行”基金实施的主体来看，美国小企业管

理局作为联邦机构，已经设立近 70 年，拥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协调、落实、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机构，可以在政府层

面建立中小企业的管理部门，设立贷款担保计

划，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能够得到有

效的补偿，解除其后顾之忧。 

其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银行

风险管理模型的有效性。造成银行对中小企业

“惜贷”行为的重要原因是无法比较全面掌握

信用情况，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获取中

小企业经营信息、信用信息的效率较低、成本

较高。因此我国应抓紧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及时纳入央行、工商、税务、协会等多个部门

的数据，以助于银行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

才能敢于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最后，需做好机制设计，激励借款企业规

避道德风险。“机会银行”基金的核心即国家

提供担保的前提下鼓励银行承担放贷风险、降

低小企业融资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小企业

融资需求。但与此同时，“机会银行”基金在

机制设计上并没有设置制约条款以约束小企业

的道德风险行为。从小企业的角度来讲，小企

业既以较低成本获得贷款，又有国家信用作担

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贷款使用监管、

企业经营跟踪等制约措施，小企业极易发生道

德风险行为。 

“机会银行”为美国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机

会，也为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提供了启发。与此同时，其巨额成本是否值

得、设想措施是否可行、道德风险如何规避都

是值得进一步仔细推敲的问题。

（作者均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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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万美元以下的贷款 

15 万 ~70 万美元之间的贷款 

70 万美元以上以上的贷款 

12.5 万美元以下的贷款 

12.5 万 ~15 万美元之间的贷款 

15 万 ~70 万美元之间的贷款 

70 万美元以上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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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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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担保比例 % 

90 

85 

80 

新的收费比例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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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担保比例的新旧对比

对贷款担保部分评估费用的新旧对比

＞ 数据来源：Third Way 网站

的放贷风险。 

第三，降低小企业主担负的贷款担保服务

费。 

在现行制度下，SBA 对其所提供的贷款

担保服务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用几乎全部由

借款人承担。目前收费比率较高，如果小企业

主获得 20 万美元的 SBA 担保贷款，按照此前

75% 的担保比例和 3% 的收费比率，其必须支

付 15 万美元（担保部分）3% 的费用，这对小

企业主来说是额外的 4500 美元。在新制度下，

担保比例提升至 85%，但收费比率降低至 1%，

同一个小企业主只需支付 17 万美元（新担保部

分）1% 的费用，即 1700 美元。“机会银行”的

构想将大幅度下调贷款担保服务的收费标准，

为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 

第四，消除阻碍小企业获得政府支持贷款

的限制。 

SBA 在受理担保申请时会通过审核标准进

行判断，但其中某些标准过于严格。例如，有

学生贷款的申请人将没有资格获得 SBA 贷款担

保，但鉴于学生贷款在美国相当普及，设立这

样的门槛会阻碍上百万人获得政府支持贷款；

又如以固定的信用评分（目前 SBA 设定在 680

分以上）作为获得贷款担保的门槛，可能对年

轻人、非洲裔美国人等不公平。“机会银行”

将修改批准或拒绝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流程，重

点是扩大贷款计划对可能没有必要抵押品或信

用评分的借款人的覆盖范围。这对于确保有色

人种、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公平获得贷款至

关重要。 

在我国有机会吗？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其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创造了 60% 以

上的 GDP，发起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带动

了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形成了 90% 以上

计划，有权将 SBA 每年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增

加至 1000 亿美元。在 2016 财政年度中，SBA

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为 250 亿美元，支持了 5.7

万小企业。假设 SBA 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额增加

至 1000 亿美元，则“机会银行”基金应该最少

支持 20 万小企业。这样一来，将有更多的小企

业受益于贷款担保计划。 

第二，帮助银行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在现行制度下，当 SBA 为小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后，如果小企业发生违约，SBA 会向银行

偿还违约贷款的一定比例（75%~90% 之间）。

“机会银行”基金将改变每笔贷款的担保金额

结构，以降低银行向初创企业贷款的风险，尤

其是那些寻求较小信贷额度的初创企业。通过

提高 SBA 偿还违约贷款的比例，从而降低银行

由于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鼓励银行承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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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费标准，为
小企业降低贷款
成本。

（作者均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的企业数量。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现状难以支持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尤其是近两

年来，在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加强了对

影子银行的监管，在有效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

也收窄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加之大型银行

存在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心理，中小企业融

资问题尤为棘手。 

在此背景下，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政

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国家通过定向降准、开展普惠金融等引导

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银行探索建立普惠

金融事业部、村镇银行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互联网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尝试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但从中

小企业反馈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没有得到

有效满足，从政府到企业层面没有形成畅通的

传导机制，究其原因在于政策性指导难以有效

支撑银行商业化运行原则。 

美国“机会银行”基金的构想为我们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 

首先，对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在政府层

面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从“机

会银行”基金实施的主体来看，美国小企业管

理局作为联邦机构，已经设立近 70 年，拥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协调、落实、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机构，可以在政府层

面建立中小企业的管理部门，设立贷款担保计

划，使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能够得到有

效的补偿，解除其后顾之忧。 

其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银行

风险管理模型的有效性。造成银行对中小企业

“惜贷”行为的重要原因是无法比较全面掌握

信用情况，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获取中

小企业经营信息、信用信息的效率较低、成本

较高。因此我国应抓紧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及时纳入央行、工商、税务、协会等多个部门

的数据，以助于银行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

才能敢于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最后，需做好机制设计，激励借款企业规

避道德风险。“机会银行”基金的核心即国家

提供担保的前提下鼓励银行承担放贷风险、降

低小企业融资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小企业

融资需求。但与此同时，“机会银行”基金在

机制设计上并没有设置制约条款以约束小企业

的道德风险行为。从小企业的角度来讲，小企

业既以较低成本获得贷款，又有国家信用作担

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贷款使用监管、

企业经营跟踪等制约措施，小企业极易发生道

德风险行为。 

“机会银行”为美国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机

会，也为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其巨额成本是否值

得、设想措施是否可行、道德风险如何规避都

是有待进一步仔细推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