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系型信贷通过收集难以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使银行和企业之间保持长期、密切的交易关系。这种基于社会网 

结因素的准市场交易，有助于缓解信贷市场上的市场失效和改善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从而较为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的 

融资困难。我国目前具有发展关系型信贷的诸多优势：传统社会的 “差序格局”，为关系型信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 

景：中小企业集群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又为关系型信贷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民营中小银行的建立，为关系型信贷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背景。 

关系型信贷及其实质 

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 

本原因。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缓解金融交 

易中的信息问题，银行开发出基于不同 

种类信息的多种贷款技术。关系型信贷 

(relationship lending)是指依据银行生产 

颤 
口赵秀芳 

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而 

发放的贷款 银行生产的这些信息除了 

可通过办理企业的存贷款 、结算和咨询 

业务而直接获得以外，还可以从企业的 

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 、供应商 

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它 

们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还 

包含了许多有关企业行为 、信誉和业主 

个人品行的信息。 

关系型信贷的实质是一种依靠社会 

网络的准市场交易 关系型信贷所依据的 

主要是难以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具有 

强烈的人格化特征：这种软信息可视为银 

行生产的关于特定企业及其业主的专有 

知识，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 、密 

切而且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 

外合作中，部分企业无形资产不作折价 

股，被无偿使用。商标被仿冒、技术被监盗 

现象严重，缺乏对无形资产的保密意识和 

保护措施。2．企业缺乏无形资产经营理念 

和管理理念，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无形资产 

管理方面处于“三无”状态：无无形资产资 

源 ，无无形资产管理人员和组织 、无无形 

资产管理制度。3．《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束 

缚了无形资产的产业化。由于《公司法》对 

无形资产的投资要素和作价比例的限制， 

使无形资产的产业化受到了影响。4．无形 

资产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我国对商业秘 

密这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立法不够完善《国 

有企业财产管理条例》只有对有形资产的 

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商标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专利法》、《企业法》、《计算机软 

件保护条例》只对部分无形资产作出原则 

性的规定 ，没有全面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 

法 ，致使在保护知识产权 ，打击盗版假冒 

伪劣等方面十分不力。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对无形资产 

核算管理方面的几点改进建议 
知识经济的来临使社会经济环境发 

生了重大变化，以前的无形资产会计已无 

法适应现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的会计核算， 

尤其在我国加入 WT0后 ，产权交易的国 

际化趋势将 日益显现 ，跨国公司很可能对 

我国的企业进行兼并收购。因此无形资产 

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现行会计 

制度和准则的规定使我国无形资产总量 

偏小，在面对未来的国际产权交易时，我 

国的企业很可能会处于劣势。所以为适应 

当今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充分发挥无形 

资产在现代企业管理和发展中的作用，如 

何制订一部比较完善的无形资产准则使 

我国的无形资产得以充分客观的反映，已 

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本人在此提出几点改 

进建议 ：1．完善会计准则真实反映无形资 

产实质，拓展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范围。 

我国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 

土地使用权 、非专利技术 、著作权 、商誉 

等。《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包括计 

算机软件、专利版权、电影 、客户名单 、抵 

押服务权 、捕捞许可证 、进 口配额 、特许 

权、客户和供应商关系、客户的信赖、市场 

份额 、和销售权等，其范围明显比我国的 

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无形资产不断涌 

现，如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上的域名 、冠名 

权等许多具有无形资产特征的项 目均被 

排斥在会计确认系统之外。无形资产的确 

认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大量无形资产的 

确认。因此我国会计制度关于无形资产的 

确认范围应适当扩大。2．更新无形资产的 

计量基础。我国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无 

形资产的计量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 

费、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 

本。这既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 

又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无形 

资产在开发过程中所耗资金相比，实在是 

微不足道 ，因此无形资产计量基础有待改 

进。3．明确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无形资产 

不仅是微观上的一个企业经济、技术 、法 

律一体化的资产，从宏观上讲更是民族资 

源和国家实力的象征。当今的世界强国无 
一 不是专利大国、商标大国和计算机软件 

大国。因此我国也要重视无形资产的核算 

和管理。4．修改《公司法》中涉及无形资产 

投资和出资的规定 ，扩大无形资产投资的 

要素范围及以无形资产作价出资比例 ，做 

好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5．加强无形资产 

的理论研究工作。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无形资产学也在不断发展中 无形资产学 

是集知识 、经济 、技术 、法律为一体的交叉 

科学。必须对无形资产理论进行更加深入 

的研究与探讨 ，用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确认 

计量无形资产，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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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为一到两家)银行 

打交道。因此，与市场交易型借贷相比，关 

系型信贷属于含有某种社会网络因素的 

准市场交易。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 

深层次原因，在于银企信息不对称而导致 

的金融交易中的市场失效 ；成本与收益不 

对称导致资金市场拒绝向那些商业上可 

行的投资项 目提供资金 ，而中小企业 因为 

缺乏管理能力及信用问题而不能正确把 

握可获得的筹资机会。具有准市场交易特 

征的关系型信贷 ，正是银行和企业为克服 

这种市场失效而共同构建的一种制度安 

排。关系型信贷通过由长期关系生产各种 

软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财务数据 

等硬信息，部分弥补中小企业因无力提供 

合格财务信息和抵押品所产生的信贷缺 

口。因此 ，关系型信贷有助于缓解信贷市 

场上的市场失效，改善中小企业的贷款条 

件。 

我国发展关系型信贷的优势 

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已经表 明，关 

系型信贷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 

对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并能较为有效 

地缓解中个企业的融资困难 、结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关系型信贷在我 

国具有发展优势 ，理由如下 ： 

(一)我国传统的“关系社会”特征为 

发展关系型信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 

背景。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关系 

社会。费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描绘 

出了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状况。这种状 

况实际上是传统中国长期延续的人际关 

系状况。正是这种传统的“关系社会特征 

为发展关系型信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 

化背景。 

1．“差序格局”有助于促进以人际关 

系为基础的关系型信贷的发展。关系型 

信贷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准市场 

交易。而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实际上 

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人际关系 

是以家庭关系或亲属关系为中心的 ，人 

们非常重视 家庭 与家庭之间的亲属关 

系，比较亲密的活动的开展都是以人际 

关系为基础的。如果非亲属的个人关系 

达到了十分亲密和重要的程度，就会经 

常把它纳入亲属关系 的轨道如结拜兄 

弟 、拜干爹干娘。关系网内人员之间相互 

信任 、合作，并形成一种规范 ，大家共同 

维护和遵守。这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为关系型信贷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沃土。 

2．“差序格局”将促进信贷资源的优化 

配置。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集中控制机 

制的弱化，社会资源分配渠道多样化。由 

血缘 、姻亲关系与拟亲缘关系编织的关系 

网络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支持力 

量。在资源配置中，利益是差序格局中影 

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随着利益导 

向机制的形成，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 

为发生改变，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 

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 (h长莉 ， 

2(x)3)。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资源分配方 

式又将促进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使关 

系型信贷中的收益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二 )中小企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为关 

系型信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尤其是浙江省 

自发形成了许多企业集群。根据王缉慈对 

国外“产业群”概念的理解 ，产业群是一组 

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 

的机构，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 

域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 

起。很多产业群还包括商会和涵盖产业群 

成员的其他集体组织。中小企业集群是一 

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集群条件下，关 

系型信贷将会更好的发展。原因在于： 

首先，集群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可生产 

足够的软信息以满足关系型信贷的需要。 

在集群条件下，由于信贷人员离企业及其 

业主的“距离”近 ，银行职员的亲戚、朋友， 

甚至其本人就在当地企业兼职 ，或者在这 

种环境中成长，对各家企业都很熟悉。他们 

可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了解本地的企业状 

况，熟悉企业信贷迫切程度。银行及其职员 

良好的社会关系可生产足够的软信息，从 

而降低其决策的信息成本，同时集群内众 

多中小企业的贷款会产生规模效应 ，以抵 

消小企业贷款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其次 ，集群为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创 

造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有 

利于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 ，降 

低银行信贷风险。企业集群的最大优势 

在于保证 各企业 在可持续 基础上的互 

动 ，创造出合作得以发展的要件之—— 

重复博弈 ，从而造成一般市场交换和集 

群企业交易时的信任度差别。培育 了集 

群企业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因为： 一 

般市场交换的双方相互独立 ，是一种不 

认脸面的一次性交易 ；集群内交易是延 

时结情 ，延长了交易双方的关系 、使得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稳定 、持久的性质。 

②集群 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对不合作者实 

行更严厉的惩罚 ，对合作者提供更多的 

酬劳。集群这一社会网络在行动者之间 

建立了一系列的义务——期望关系，A对 

B失信的惩罚，可看作是整个社会网络对 

B的惩罚；c对 D信任的酬劳，可看作是 

整个社会网络对 D的酬劳。因此 ，集群内 

的社会关系在促进行为人之间合作的同 

时，也可有效实施监管和经济惩罚。集群 

的这一优势使贷款企业为保护企业信用 

及时还贷，从而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三)民营中小银行的建立为关系型 

信贷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背景：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遭遇严重困 

难固然有其 自身原因，但是我国金融体 

系的制度性缺陷是不容回避的：为了从 

制度上解决中小企业 的融资问题 ，我国 

已经建立了一些民营中小银行。从 目前 

浙江台州路桥的实践看 。内生于民营经 

济的民营中小银行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强 

大的金融服务。但是民营中小银行由于 

体制和规模原因，它要生存必然会采取 

与大银行不 同的业务方 向和业务特征： 

关系型信贷正是这些民营中小银行发展 

业务的主要方向： 

1．小银行由于其社区性特点 ，易于取 

得软信息。小银行虽然在收集和处理公 

开信息上居于劣势，但 由于其地域性和 

社区性特征 ，它们可以通过长期与中小 

企业保持密切的近距离接触来获得各种 

非公开的关联信息 (即软信息 )，因而在 

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 

款上拥有优势。 

2．小银行的机构设置相对简单 ，决策 

迅速 ，传递并处理软信息的成本低。与客 

观的、易于传递和统计处理的硬信息相 

比，关系型借贷所需要 的软信息多数是 

关于特定对象的专有信息 ，这些软信息 

由于具有模糊性和人格化特征 ，难以用 

书面报表形式进行统计归纳 ，因此很难 

在组织结构复杂的大银行内部传递 。由 

于软信息的传递成本过高，关系型贷款 

的决策权必须下放给掌握着这些软信息 

的基层经理和信贷员。但这样一来又会 

在银行内部产生一个代理问题 与结构 

简单的小银行相比，科层结构复杂的大 

银行由于代理链条长解决代理问题的成 

本就会更高。因此 ，民营中小银行的建 

立 ，为关系型信贷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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