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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mall loan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dividual private econom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making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the local
economy. However, in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policy guidance, small-scale development cannot
give full play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but may bring security risks to financial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Guangzhou financial stree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small loan companies’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mode by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ll loan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within a few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eet,
reveals the problems still to be solved,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mall loan compan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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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对发展壮大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为促进地方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在缺乏系统化政策引导下，小规模发展并不能充分发挥其
自身特有的一些优势，反而可能给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安全隐患。本文结合广州金融街的实践，通过调
查反映建街后几年内区域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总结出小额贷款公司集聚升级模式经验，同时也揭
示了仍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小贷公司转型升级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小额贷款公司，广州金融街，产业集聚，转型升级，互联网+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小贷行业不论是在补充现有金融
体系的缺陷，还是在缓解融资难问题上，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小
贷公司”)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且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整体效率水平较高，且效率水平的地区差异
不明显(杨虎锋、何广文，2011) [1]。但小贷公司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资金来源匮乏、监管体系
混乱、风险预警机制缺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等一系列业务问题和未来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制约
其发展的瓶颈(张天琪、李杨，2016) [2]。
小贷公司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目前很多学者对全国各地区的小贷公司转型进行了研究。张彪、王
利君(2016) [3]基于合肥市场小贷公司的现状从经济环境、流动性以及征信等外部因素和公司管理制度、
投资人意识、内部风控以及创新等内部因素来分析制约合肥小贷公司发展的原因。马延霞、张志红(2013)
[4]通过对山东小贷公司的调研提出改制为村镇银行、发展为金融公司以及转型为社区银行的转型升级策
略。而目前各地区小贷转型发展最成功的当属广州，广州以规范、聚集民间金融为主的金融街已运行四
年，颇有成效，为规范小贷公司聚集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和有益启示(何文妍，2015) [5]。同时，广州金
融街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政策的约束，街内小贷公司存在放贷资金来源有限、面临信用风险较大、税
负较重、业务经营单一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廖检文，2013) [6]。
目前学术界针对小贷公司的研究已经积累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当前小贷公司转型升级的
相关研究还是较少，没有深入地讨论过转型升级的方向。本文以广州金融街为例，分析小贷公司聚集发
展模式的路径方向，探讨小贷公司转型升级的经验和对策。

2. 当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亟需转型升级突破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国内小贷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行业寒冬，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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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转型求生存的关键时期。
第一，风控作为小额贷款的核心，现阶段我国的小贷公司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最主要的是尚未形
成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截至 2016 年底，全国介入征信系统的小贷公司还不足 100 家。风险控制的缺乏
不仅会直接导致小贷公司的不良率增加，阻碍小贷公司的发展，同时还易引起社会秩序的破坏，影响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小贷公司面临外部政策约束和制度瓶颈。首先，按照现行规定，小贷公司虽然从事贷款业务
但不属于金融机构，这种法律定位和实际业务的错位，导致其在实际经营中面临诸多问题。其次是小贷
公司按规定不需接受中国银监会的审慎监管，没有明确统一的监管机构和责任分解，其经营管理在一定
程度上完全依赖自我约束，风险隐患剧增。
第三，很多小贷公司管理水平较低，操作不规范，治理结构有待完善。一是在财务制度、贷款管理
方法和贷款流程还处于摸索及修正的阶段。二是专业人才匮乏。三是制度不完善、随意性较大，违规业
务操作时有发生。四是治理结构欠佳。五是信息管理系统落后。
第四，在经济下行和互联网金融崛起的双重因素夹击下，我国的小贷行业处于发展瓶颈期，实现小
贷公司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在转型道路上依旧困难重重，特别是资金来源和经营范围限制，对小贷
发展非常不利。

3.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实践
2012 年，广州决定在越秀区启动建设广州民间金融街，这是国内首条民间金融街。园区持续先行先
试，创新发展“互联网 + 小贷”“互联网 + 证券”“互联网 + 保险”等创新型金融机构。经过 4 年多
的发展，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成功开创了民间金融建标的先河，为规范小贷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和
有益启示。

3.1. 广州民间金融街建设的经验
3.1.1. 创新金融机构集聚发展
截至 2016 年，金融街园区内入驻机构达到 411 家，其中主导产业 234 家。其中企业机构分类为小额
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传媒公司、保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
同时园区还划分为民间金融核心区、互联网金融基地、科技金融创新区、PE 产业园区、民间金融交易区、
金融配套服务区和金融商务总部区 7 大板块。园区内企业累计为近 7 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近 4000 亿
元，直接或间接拉动社会投资超 2 万亿元，累计贡献各项税费近 20 亿元，是建街前的 10 倍以上。
3.1.2. 创新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打造系列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民间金融街综合服务中心、自主研发“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操作系
统”，成立民间金融街征信公司、系列智力机构提供研发支持、广州民间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实验
室、互联网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互联网金融税务研究室等系列研究机构，为园区发展和企业经营提供产
品研发、从业培训等智力支持。同时发布了民间融资“广州价格”，小额贷款利率指数、民间金融景气
指数等一系列反映民间融资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价格指数，规范民间借贷市场，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
成为辐射珠三角，影响全国的民间融资价格风向标。
3.1.3. 创新民间金融监管体系
坚持风控与发展两手抓，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风险防范机制。广州民间金融街紧跟民间金融创新步
伐，不断创新监管机制，建立起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处置的一整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同时还
采取了制定监管标准和操作规范、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率先开展信用评级试点、完善法律维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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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措施来完善监管体系。
3.1.4. 创新“互联网+”小贷模式
自 2014 年在广州民间金融街启动试点发起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以来，在金融街内形成了“互联
网 + 小贷”的聚集效应，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助推产业链金融发展的作用初步显现。
广州民间金融街成为互联网特色小贷的集聚之地，得益于明显的政策优势、制度创新和平台团队的服务
优势。另外，《广州民间金融街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办法》已于 2016 年正式公布并已广泛征求相关
单位意见。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日趋严格的今天，该办法的颁布填补了该领域内的监管空白，不仅对于互
联网小贷行业健康发展有重要的规范和促进作用，对于全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截至 2016 年，金融街内共设立了 24 家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合计 45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超过 4 万笔，累计发送额超过 37 亿元。主发起企业包括复星集团、拉卡拉支付、TCL 集团、恒大金服、
保利地产等由传统金融、电子商务、地产、新型互联网等行业龙头企业。在金融界各领域内，获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业绩成果。

3.2. 广州民间金融街存在的问题
第一，由于融资方面的限制，街内的小贷公司普遍遭遇“无钱可贷”的尴尬局面。根据现有政策和
规定，小贷公司只贷不存，从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也不能超过自有资金的 50%，此般小贷公司只贷不存的
业务限制和融资比例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街内小贷公司开展业务与自身发展。
第二，税收过高，缺乏充足的利润空间。根据《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与《指导意见》
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
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门槛的设置明显不符合“草根式”地下民间金融基本
是自然人投资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大大增加了小贷公司的税负，加重了小贷公司的生存压力。

4.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启示
4.1. 产业集聚能为小贷公司升级奠定基础
广州民间金融街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并非是“1 + 1 = 2”这么简单。我们从四个个角度来分析。第一，
小贷公司的集群效应有利于金融街内小贷公司之间建立以信任与承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通过网络关系
降低成本，加强相互合作。第二，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小贷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使
得信贷资源从劣质企业流向优质企业，这就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提
高资金的配置效率。第三，广州金融街目前特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创新都
在引导着集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第四，社会关系网络。目前广州金融街单是入驻融资机构、中介机构
以及配套机构等不同类型企业组成的集群社会关系网络对金融街的经济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减少了
内部和外部交易的成本，进一步增进相互间的合作。

4.2. “互联网 + 小贷”作为创新切入点
目前我国的监管对互联网小贷没有明确的限制，为互联网小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
互联网小贷业务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突破区域经营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贷款业务；同时其线上
放贷模式令数据更加透明，便于监管。其次，相比银行以及传统小额贷款公司而言，互联网小贷拉近了
与客户的距离，放贷业务与已有业务的互补和协同性更强。对于已形成闭环交易的互联网小贷公司，可
促进闭环的良性循环。
另外，我国互联网小贷暂时没有全国性指导意见，均为地方试点。而在众多地方试点中，广州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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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互联网小贷发展在全国最好，获批机构数最多。在这一点上，广州经验值得借鉴，广州民间金融
街是全国知名的互联网小贷集聚地。在小贷公司聚集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互联网小贷的发展。在提供政
策支持鼓励互联网小贷的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互联网小贷的日常监管并且严把准入门槛，保证聚集区内
互联网小贷的持续健康发展。

4.3. 政府“监管 + 扶持”的创新方式
广州民间金融街积极探索适合小贷公司规范发展的地方政府监管模式，为中国探索恰当的民间金融
监管模式积累了经验。第一，成立民间金融街管委会作为监管主体。第二，开发风险监测系统，提高非
现场监管的信息化水平。
同时为了鼓励小贷公司健康发展，广州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扶持工作并获取一定效用，也为小贷公
司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第一，探索建立区域性的信用数据库。第二，成立民间金融商会。第三，形
成民间融资“广州价格”，引导借贷利率阳光化。第四，政府出台扶持政策，设专项资金，对小贷公司
进行正向激励。

5. 小贷公司转型升级的发展建议
针对目前小贷公司的发展困境以及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成功经验，我们从政府的扶持工作以及小贷公
司自身的转型发展两个角度来提出建议。

5.1. 引导小贷公司集聚发展
通过建立小贷公司集聚区，引导其集聚发展，既有利于通过竞争促使小贷公司合法经营、创新经营，
也有利于形成集中性、专业化的小额信贷市场、形成小额信贷品牌效应，更为政府的集中有效管理提供
了便利。广州民间金融街的建设，首开小贷公司集聚发展的先河，为地方政府探索专业化、集中化的监
管模式创造了条件。因此，国内其他省市在开展小贷公司试点时，为了便于监管，同时促进小贷公司稳
健发展，可以借鉴广州模式，通过园区化的建设，促使小贷公司集聚发展，便利政府集中监管。

5.2. 建立控股集团公司模式
为实现转型升级，除了采取引导区域内小贷公司集聚发展，对于那些善于经营的小贷公司可以通过
建立控股集团公司模式升级发展，探索升级自己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纵向控股多
家多地小贷公司；二是横向多元化。第一，纵向控股多家多地小贷公司通过连锁布局、规模发展和统一
管理的方式来经营小贷公司，从而在成本、风险和效益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同时，以确保集团内每一
家小贷都有独立的、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是重要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统一业务流程、IT 系统、
风险计量和识别标准等打通各家公司，形成一个集团化经营的大平台。第二，横向多元化是指由单一的
小贷模式转型为多元化模式，引入证券、融资租赁、产业基金、担保等金融业务平台，形成以小贷为核
心的非银行金融控股发展格局。

5.3. 积极引导小贷公司在“互联网+”下的创新发展
小贷行业要积极实行“互联网 + 小贷”战略。实力强的小贷公司可通过直接申请“互联网小贷”牌
照升级，从而突破地域局限性，扩大规模。对于其他小型小贷机构，建议在政府帮扶下发展“1 + N”的
互联网升级模式，即“一 P2P 与多小贷合作”模式来解决农村、小微企业长期以来面临的贷款难、贷款
贵以及服务不到位等难题。政府招商下引进国内重量级 P2P 平台，让区内小贷公司全体借助平台再融资
或资产变现。充分发挥 P2P 对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降低人工成本，提供了相应的风险保障，并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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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覆盖面、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民间借贷的影响。

5.4. 积极引导小贷公司在“互联网+”下的创新发展
在聚集区内，建立面向聚集区范围内所有小贷公司、统一提供 IT 系统支撑、行业培训、业务创新、
辅助性风险监测等信息平台服务。引导聚集区内小贷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另外，地方金融办提高
对新成立小贷公司的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把大部分素质不高，实力不强的股东企业过滤出去。这种
平台式的服务和监管，可以更好的把小贷公司与监管机构联系在一起，规范市场秩序。

6.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广州民间金融街小贷公司在区域集聚和集中管理上的实践创新，分析其成功经验，并
以此进一步讨论了广州民间金融街经验对规范小贷公司的发展提供的参考模式和有益启示。最后对小贷
行业的转型升级方向提出了引导小贷公司集聚发展、建立控股集团公司模式、积极引导小贷公司在“互
联网+”下的创新发展和政府提供小贷公司发展的优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四条发展建议。
小贷公司的转型升级方向众多，本文仅通过研究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模式还是远远不够，除此之外，
已有学者提出对小贷行业引入区块链金融模式，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信息高度透明和难以篡改的特点虽然
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小贷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但是目前区块链技术对接金融领域还是处于初步阶段，也存
在不少技术问题和很多难题尚待突破。因此小贷行业的转型升级方向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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