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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for a long time, the problem of financing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financing is also in the making, which is providing new solutions to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financing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network financing in China;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financing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financing services and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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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期以来，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
发展的一个难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融资也不断兴起，这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提出了新的
思路。对现阶段网络融资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网络融资可以更好的为中小
企业服务，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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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十二
五”规划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发展困难的原因中，融资问题占到 67.2%。近几年网络融资的兴起，
或将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带来新的曙光。本文从网络融资平台本身和政府的角度，分别说明
现阶段网络融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经营不规范、抵抗风险能力弱等(李文启，2014) [1]先天缺陷，导致其在融资
过程中，存在着融资渠道不畅且单一、贷款担保机构较少以及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从而对其进一步发展
起到阻碍作用。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是各个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金融机构及资本市
场的原因(刘菁，2013) [2]。

3. 网络融资概述
3.1. 网络融资的概念
网络融资是基于网络中介服务的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活动。贷款人通过在网上填写贷
款需求申请与企业信息等资料，借助第三方平台或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再经金融机构
审核批准后发放贷款，是一种数字化的新型融资方式(吴文丹，2011) [3]。

3.2. 网络融资的模式
现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融资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在银行本身网络平台上所进行的融资服务，如中国工商银行的小企业贷款网贷通。由于网贷
通是利用银行自身的网络平台所进行的一项服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属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融资(祝映兰，2013) [4]。
另一种是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所进行的网络融资，如阿里巴巴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合作建
立的阿里贷款；网盛生意宝与六家银行合作推出的贷款通；一达通与中国银行合作建立的专为外贸会员
企业建立的融资平台；金银岛与建设银行等合作建立的 e 单通；敦煌网与建设银行合作建立的 e 保通。

3.3. 网络融资的优势
由于在银行自身的网络平台上所进行的融资服务不属于典型的网络融资，因此在介绍网络融资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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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及相关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时，主要是针对在第三方平台上所进行的网络融资服务。
3.3.1. 缩短融资时间，降低融资成本
中小企业的贷款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小，但时间要求紧，使用频率大。通过网络融资，全程网上操作，
简化了贷款程序，提高了贷款效率，与普通贷款相比，缩短了贷款周期。此外，网络融资不需要像传统
融资模式一样要求企业提供担保或抵押，而是采用信用贷款模式，这又节省了企业的担保费和抵押物评
估费，对于银行而言，也减少了对企业进行审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王楠，2014) [5]。
3.3.2. 有效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特别是企业的财务以及信用等信息，而搜集
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因此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而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出现，有效的解
决了这个问题。第三方平台上大量储存着大量的企业网上交易记录及网络信用，且网络融资平台对申请
贷款人和投资人开放，因此银行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的相关数据来计算放贷风险。
3.3.3. 降低中小企业逾期不还贷的风险
由于在网络的环境下，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可以根据企业的日常网上交易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
因此，如果中小企业在约定的期限内未归还贷款，银行可以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提出申请，对其做出
相应的惩罚，降低其网络信用的额度，增加其违约成本，中小企业为了能在网络的环境下获得长久的发
展，会及时偿清债务，从而对中小企业不还贷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

4. 网络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1. 网络融资平台自身存在的问题
4.1.1. 客户信息安全问题
二十一世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的速度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网络融资的各
个环节，不论是申请、审批、发放、还贷，还是信用评估等都是基于网络进行的，这就对网络技术有很
高的要求。但现阶段，技术是网络融资平台的一个软肋，人们足不出户，只需动一下手指便可以对传输
信息和可执行代码等进行修改，冒充顾客或者是相关的服务器，从而提交融资申请，或者是安装网络窃
听器，从数据包中获取一些敏感信息，据《中国 P2P 网贷行业发展与评价报告》显示，自 2012 年以来，
大量 P2P 网络融资平台客户资料泄露，这些泄露信息也成为了黑客们的攻击对象。以上种种，都是网络
融资的潜在风险。
4.1.2. 客户信息共享度不高
企业信用数据库，也就是企业的经营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数据分别掌握在不同的电商服务企业手中，
电商服务企业一般将企业经营信息数据库视为核心资产和商业机密，不与其他企业所共享。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每个融资平台所拥有的客户信息是很少的，因此不能化
零为整，充分利用有关数据，从而对网络融资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4.2. 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
4.2.1. 政府监管缺失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监管机构的立法相对缓慢，现阶段，在法律及相关政策上，对网
络融资均无明确的规定，网络融资的发展无法可依，再加上监管部门监管方式及手段的落后，造成了我
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法律监管缺失。其次，在开展电子金融业务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交叉，由于沟通
等方面的问题，监管的重复又矛盾性的存在着，由于各个部门监管标准及方式的不一样，使得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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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意见产生分歧，对网络融资业务的顺利进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正如李彦宏在两会中说到的一样，
“互联网金融，(跪)求监管”。
4.2.2.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网络融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打破了固有的平衡，现行的法律法规不能很好的适应网络融资的
发展。基于这种情形，若当事人双方发生争执，因为无法可依，所以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同时，随
着一些非金融机构介入金融或准金融业务，金融监管的范围随着扩大，这在无形中也加剧了网络融资的
难度。

5. 促进网络融资发展的相关建议
5.1. 加强技术开发，保证信息安全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依据其强大的技术支持，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展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可能性，而要进一步完善该渠道，需要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保障，保证平台上数据的安全性，
保证为平台用户提供最优的体验，保证为中小企业提供最大的可靠性。
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便可以有效的完善信息平台，从而保证信息的保密性和真实性。像加
密、访问控制等安全技术便可以保障信息和可执行代码的安全性与不可修改性，同时也保证了信息的保
密性，使得其他用户不能在网上窃听用户的信息。

5.2. 提高客户信息共享度
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大主体，其在享受互联网金融带来业绩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合
作，发挥出整体的效应，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双赢。具体做法可以是由政府牵头，研究
不同网络融资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在保护企业的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相关资源。

5.3. 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由于我国的网络融资刚刚起步，相关的监管尚不成熟。但是从国外的网络融资经验来看，加强政府
的监管力度势在必行，应尽快探索研究，制定出针对网络融资尤其是电商服务企业的监管机制。作为一
个新生领域，与传统的金融业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传播快、影响深远的特点，因此监管机构要以法律
为准绳，根据网络金融的特点来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同时应时刻关注其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
的进行制度的制定。此外，金融监管机构要完善金融业的监督协调机制，形成综合的监督体系，不断从
法规上规范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快速发展。

5.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网络融资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但是现阶段下，网络融资模式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因
此，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实现了有法可依，才能切实的实现网络融资的健康快速
发展。同时，法律应鼓励中小企业转变陈旧的融资观念，树立多元化的融资观念，对中小企业参与网络
融资给予政策鼓励。

6. 结束语
网络融资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还没有完全成形，许多地方都需要去尝试，去探索。在探索的过程
中，必定会有不足、弊端暴露出来。但是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个尝试，是值得我们去不断
探索，不断改进的。网络融资模式经过不断的尝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相信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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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从而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
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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