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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类金融行业监管放松
小贷公司可跨区域放贷

疫情当下，类金融行业也
迎来了久违的“松绑”。

近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
管局发布通知，鼓励地方金融
组织支持复工复产，加强服务
实体经济。其中，一段关于适
当放松类金融行业监管要求
的表述，引发了行业关注。

通知这样描述：对于各项
监管指标优良、积极支持中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小额贷款
公司，经各区金融主管部门初
审并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批准后，其从银行业金融机
构融资余额可放宽至不超过
净资产的3倍，单户贷款余额
上限上调为不超过注册资本
的5%且不超过1000万元，允
许在全市开展业务；对于稳健
经营、各项监管指标良好、积
极支持复工复产的融资租赁
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在风险
可控、底层投资人可穿透的前
提下，经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审核同意后可通过北京金
融资产交易所融资。

短短的200余字，其实透
露出巨大的信息量，即在当
下，为小贷公司融资开大了闸
门，并拓宽了原有的放贷地域
限制；而对于商业保理公司来
说，一度被叫停的交易所融资
渠道重新启用。

这并非北京一地特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注意
到，在此之前，已有上海、山
东、湖南、深圳、河南等多地出
台了政策，为类金融行业“松
绑”。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就
是小额贷款和商业保理行业，
各地政策异曲同工。

在小额贷款方面，与北京
类似，多地出台的政策集中于
提高单笔单户贷款余额上限、
放开经营地域限制、扩宽融资
范围，只是在具体指标上略有
不同。

例如，河南允许小额贷款
公司融资余额放宽至不超过
净资产的3倍；而在全国最大
的类金融集聚地深圳，则可以
放宽至5倍。在单笔贷款限额
上，上海、湖南皆要求，小额贷

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
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10%，比
北京更为宽松。除此之外，深
圳还提到，允许各小额贷款公
司通过深交所、上交所等证券
交易平台融入资金；上海适度
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
保公司、典当行逾期率、代偿
率等考核指标要求。

而在商业保理方面，出台
的放松监管政策相对少一
些。除北京之外，深圳、上海
等地提到，对于各项监管指标
良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商
业保理公司，在业务集中度、
不良率、风险准备金率等方
面，适度放宽监管要求。在一
定条件之内，深圳还允许商业
保理公司通过前海金融资产
交易所融资，扩大融资范围。

保理公司金交所融资重启
拿钱容易了？

在现有金融体系当中，类
金融素有“毛细血管”之称，对
于补充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范
围不足，扶持民营与小微企业
具有实际意义。因此，疫情当
下，各地对类金融行业放松监
管，使其充分发挥效能，在情
理之中。

不过，此次“松绑”政策究
竟能为行业释放多大的发展
空间？

“做金融主要就是在做规
模，有了规模才能取得利润，
才能更好实现良性循环。”洛
阳华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泽小贷）总经理乔斌
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表
示，通常小贷公司的主要资金
来源为注册资本金和股东借
款融资，从银行拿资金相对较
难，这导致多数小贷公司规模
较小，支持小微企业的数量和
范围都会受到比较大的限
制。此次放大杠杆，其实是给
小贷公司一个很好的业务扩
张的机会。

他认为，河南出台的政策
将报批制简化为报备制，有利
于小贷公司快速拿到资金。

不过，从行业现状来看，
究竟有多少小贷公司能通过
这一方式，实现社会效益和自
身发展的双赢，还有待时间检

验。
“对于股东实力较为雄厚

的小贷公司来说，提高融资杠
杆可能相对容易。但对于大
多数民营小贷公司，其股东普
遍实力不强且可能也受到了
疫情影响，在此情况下扩大杠
杆其实是比较难的。”乔斌说。

江苏省盐城市小额贷款
行业协会秘书长陈大中直言：

“只有拥有大批优质的客户群
体的小贷公司，才会需要更高
的杠杆。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很多小贷公司原本的2倍杠杆
就没用完，所以对于扩大融资
杠杆的需求，可能不会太强。”

在商业保理行业，多位业
内人士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保理公司从金交所拿资金此
前已经叫停了，这次重新开
启，对行业及公司融资来说，
肯定会有利好。不过，对于类
金融行业来说，从外部融资一
直就存在难度，在这其中要时
刻提防资金来源，防范风险。”
河南大河财立方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不过，当变动来临，最有
可能胜出的是最先抓住机遇
的人。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
到，目前河南已有小贷公司开
始了扩大融资的步伐。

乔斌在接受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采访时透露，借助
政策放松和洛阳建设副中心
城市的机遇，华泽小贷已向大
股东申请借款，目前已走完董
事会审批程序。“有借款需求
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希望能
通过此次扩大规模，实现业务
上量，更好服务‘三农’和小微
企业。”他说。

类金融行业“刮”监管风暴
规范仍是主基调

此次监管放松，是否意味
着严监管风向发生转变？答
案并非如此。

3月31日，陕西省金融局
接连下发两项通知，对全省小
贷公司不规范行为进行清理，
引导全省范围内小贷公司有
序平稳退出。

有业内人士称，这是地方
金融服务办公室升级为地方

金融监管局以来，首个出台小
贷公司平稳退出的省份。它
给小贷行业的草莽时代画上
了句号。

其背后，是一场前所未有
的类金融行业监管风暴。

自2015年以来，P2P平台
跑路、理财产品乱象、信用债
违约频发，我国金融风险快速
显性化。在此背景下，监管层
迅速出手，宽松的金融监管环
境开始转向，强监管时代到
来。原本即缺乏监管框架、野
蛮生长的类金融行业首当其
冲。

2018年4月，商务部将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行的
业务经营和监管职责划给银
保监会。在统一监管趋势下，
类金融行业的地方多头监管
时代也随之终结，全部收归

“升级”后的地方金融监管局。
此后，2019年10月，银保

监会印发《关于加强商业保理
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为商
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划出清
理存量，严控增量。这也是首
份单个类金融机构监管文
件。3个月之后，2020年1月，
《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提出明确的清理规范要
求，持续严监管。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截至
目前，已有包括山东、厦门、湖
南、广东、大连、深圳、上海、天
津等多地在内的金融监管部
门发文排查当地商业保理公
司，限时清理“僵尸”“失联”企
业；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排查
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加速行业
出清……

以河南来看，仅今年3月
份以来，就有新乡市红旗区诚
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河南省
百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5家
担保小贷公司注销或退出。

“河南省针对担保、小贷
行业的进一步规范监管从
2015年底就开始了。此次放
松政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疫
情过后要恢复正常监管要
求。”权威部门对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表示，截至3月底，
河南省有担保公司279家、小
额贷款公司280家，均较2015
年减少40多家。

记者注意到，在发布此次
监管放松政策的同时，各地均
明确了政策适用期限，河南的
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30日。

莫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类金融仍大有可为

不过，与严监管一体两
面，其背后是良币驱逐劣币的
行业规范。

“小贷行业从最初到现
在，其实发展得并不算很顺
畅，到目前仍然是试点化运
作，行业定位、政策管理方面
都尚未完全到位。同时，小贷
行业良莠不齐，一些山寨版

‘伪小贷’将行业弄得乌烟瘴
气，整体形象较为负面，这都
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陈
大中对记者坦言，强监管之
下，行业确实出现了令人欣喜
的变化，一些民间不良放贷行
为已得到较好抑制。

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10
月份，就不断有消息传出，相
关部门正推动小贷行业统一
管理办法尽快出台，针对网络
小贷等的监管细则也有望落
地。

4月 7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延续实施普惠金融和
小额贷款公司部分税收支持
政策。

“其实不管是行业整顿，
还是监管放松，都体现了国家
对小贷行业的肯定。下一步
行业发展如何，就看小贷人能
不能把经念好，千万不要让歪
嘴和尚把念歪了。”陈大中说。

而对于裹挟着规范基因
的商业保理行业，“阵痛”来得
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目前在各
级监管政策的推动下，正快速
驶向规范发展的轨道。

以河南为例，在全国首份
商业保理监管文件下发不久，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就发
布了《关于做好商业保理行业
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也是河
南省落地的首个商业保理监
管规范文件，为保理公司的申
请设立明确了要求。

“监管规则出台之后，行
业肯定会经历进一步大洗牌，
更多经营不善、空壳的保理公
司会加速出局。”在大河财立
方商业保理公司相关负责人
看来，未来的商业保理公司或
许会出现特色分化。例如，现
有依托于产业上下游做保理
业务的公司，会降低资产的集
中度；部分保理公司转型为资
产服务商；还有部分保理公司
将锚定一两个行业深耕细作；
此外，做场景化业务也有可能
是保理公司的未来转型方向。

“从去年到现在，出台的
政策要做的动作只有一个，就
是规范。只要规范透明，类金
融行业仍是大有可为。”裕庆
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兴斌说。

多地放宽类金融行业监管
类金融行业“强监管”风向要变？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疫情影响之下，一贯的金融“强监管”看似有了松
动迹象。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山东、湖
南、深圳、河南等地出台新政策，在多个方面放松类金
融行业的“紧箍咒”，以打通这一金融“毛细血管”，让
资金在民营小微企业中充分渗透。

自2015年开始，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开始转
向，强监管时代到来，一场监管风暴席卷了整个类金
融行业。

时隔5年，这一“松绑”是否传递出新的监管信
号？会释放哪些空间？这是否成为类金融行业的监
管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