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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型企业融资If7政府介入行为II9If7国际比较 

一

、中小企业的国际地位及融资难症结的简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个世界通病。不仅与一国的经济 

环境、法律环境、文化传统相关，而且与中小企业本身固有的特 

征有关。中小企业规模小，承担风险能力有限，发展的不确定性 

大，受外部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小，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小企业在融 

资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同 

时，对中小企业家来说，声誉的边际价值较低，许多中小企业本 

身都是管理者与所有者合而为一的家族企业类型，因此外部经 

理市场也无法对其做出约束。 

中小企业尽管具有许多弊病，但其蓬勃发展的趋势和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小企业发展瓶颈问题—— 

融资问题被提高到一个重要的高度。在世界各国，中小企业无论 

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比率上来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数量在 

一

国经济中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其次，尽管他们的个体力量相 

当有限，但数量优势的补充作用明显。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的总产 

值占GDP为2／5左右，而意大利、新加坡都是3／5以上，台湾地 

区较低但也占到30％左右，中国大陆中小企业的工业新增产值 

占全国新增产值的76％强。无论从总量还是相对值来说，中小企 

业对国家GDP的贡献度是很高的。再次，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 

稳定一国社会治安、国民生活水平和政治稳定也是相当突出的， 

中小企业平均为各国提供了70％以上的劳动就业岗位，特别是 

台湾地区解决了近九成的劳动力就业。此外，中小企业在科技创 

新领域、创税方面都不可小觑。 

尽管以上的实证数据充分说明了中小企业在世界经济和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占全世界90％以上的中小企业其融资的结 

构相当单调，并且各种资金来源的比例不合理。我们通过查找数 

据和国别经济资料，发现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中第一位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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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自有资金，也即内源性融资为主。这与中小企业作为发展型 

企业是不适合的。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当企业处于创业和 

成长阶段时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内部现金流是无法满足发展需 

要的，此时应该以外源资金为主。因此，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对 

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贡献与极度贫乏的融资渠道的矛盾。如在 

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相当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 

业主自身储蓄占小企业投资的45％，而业主从亲朋好友中借款 

占13％，商业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占29％，政府资助一般很少， 

约占1％，其他通过证券融资约占4％。 

二、政府介入行为的国际比较 

(一)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小企业的自身规模决定大多数企业无法通过进入资 

本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在不考虑企业内部积累情况下，企业最大 

融资渠道仍旧是银行贷款。政府介入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的绩效如何关键还在于信贷支持的效果(见表 1)。 

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银行信贷支持政策来促进 

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中获得外源性融资。信贷支持的内容主要 

分为信贷担保政策、中小企业专营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的建立、信贷支持的辅助性机构和法规。 

1．政府独资或与银行、大企业合作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 

公司。代表性的有芬兰、台湾、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日本和德国 

等国家及地区。 

(1)日本的“信用保证协会”是一种官方的信用担保机制，设 

在都道府县一级，协会由各地方政府出资，各地方和基层官员担 

任董事会成员，专职为中小企业从民间金融获得借款进行担保， 
一 般收取0．5％～1％的担保费。 

(2)美国政府通过“贷款担保计划”，专为中小企业提供担 

保，它主要的支持对象是有一定经营历史和赢利能力的小企业， 

最高担保金融为75万美元，贷款担保的最高利率不得超过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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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该计划使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一种“风险共担”的 

关系，“贷款担保计划”可能是世界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最多的机构之一。此外，美国政府还建立了多层次的小企业融资 

信用担保体系，形成了社区性担保体系、区域性专业担保体系、 

全国性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从而有利于各个层面联合支持中 

小企业的融资。 

(3)加拿大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主要由三部 

分组成，一是由联邦工业组织实施的全国性、 

政策性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其目的主 

要是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并且保证 

银行在不能收回贷款时能得到适当的补助。 

该体系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年 

营业额低于500万元的中小企业用于固定资 

产投资方面的银行贷款。二是中小企业区域 

担保体系，其目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解 

决地方发展不平衡问题。三是中小企业出口 

信用保险体系，该体系主要业务是出口信用 

保险和买方信贷。 

f4)意大利政府建立了为私营中小企业融 

资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它是由手工业和行 

业工会以及国家银行联合构成，并由政府提 

供一部分必要的基金。该担保机构对担保对 

象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5)芬兰政府利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为 

新建小企业从协作银行获得贷款提供担保， 

并代表企业偿还一半贷款利息；此外芬兰政 

府还对出口贸易提供卖方信贷支持。我国台 

湾地区成立了“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以 

分担商业银行承担的贷款风险，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 

2． 建立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专营银行 

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来支持中小企业的信贷。 

f11日本在战后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建 

立的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公库、商工组合 

中央公库、环境卫生公库以及冲绳振兴开发 

金融公库等5个直接由政府控制的为中小企 

业提供优惠贷款的融资机构。其中国民金融 

公库主要为那些从银行及其他一般金融机构 

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公司提供创业支持。而 

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为半公半私性质，主要是 

向中小企业协同组合和中小企业团体提供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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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政府的“担保开发公司计划”向小企业提供了长期 

贷款，使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获得一定的资金保障； 

而“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则是通过鼓励小企业投资 

公司的设立，来促进民间资本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SBIC的 

资金来源由私人资本和政府资本组成，其对小企业的投资以股 

权融资为主，也有长期贷款、股权和债权相结合。 

表1 各国及地区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政府介入行为比较 

信贷支持政策 专门机构建立 税收支持政策 证券市场 

及政府资助 

新加坡 l明确中小企业 l政府协助发 l建立SGXDAQ， 

专业金融机构 展计划(GDAPs) 为中小企业获 

在银行体系中 得社会资本自持 

的地位 

2．本地企业资助计划(LE ) 

3．区域化资助计划(RFS) 

4政府行政干预的风险投资基金 

韩国 1．建立乡村企业金融支援体系： l国税：免三年减两年 

主要有造成费、设施费运营资 2地方税：免一年减三年 

金和公用事业建设资金。 

芬兰 l政府担保贷款 l象征性直接投资 

2政府对出口贸易提高卖方信贷支持 2政府投资，小于企业创 搬资的50％ 

意大利 1．．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 1．建立二板交易市场 

2．设立私营中小企业基金 

3建立信贷担保机构 

4颁布中小企业融资法规 

加拿大 l金国政策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 ll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减税 

2．中小企业区域担保体系 2．购买互助基金减税等 

3．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对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给 

予税收优惠。 

美国 l|，J、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 1．建立小企业局(SBA) 1．建立小企业创新研究 NASDAQ 

2债券担保{十划 {十划(SBIR) 

3．担保开发公司计划 

4微型贷款汁划 

5．出口推动计划 

6多层次的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 

日本 1．建立政府中小企业金融机构 1．建立中小企业厅 1．建立OTC市场采用灵 

2．建立信用保证协会 活的交易体制。 

德国 l崖 ：政府系统银行支持中小 l删 蜡谢 lJ扶部分中 工业企 l政汉交易市场的 市 

企业发展。 2．中小企业技术开发资助 业免征营业税。 场”板块 

2．提高中小企业营业税起： 正点 

3．提高设备折旧率 

4减少周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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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国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性银行来间接地为中小企业提供 

贷款或贷款担保。主要有德国复兴银行、德意志决算银行以及州 

立的公立银行和信用银行。政府系统银行(主要是政策性银行 ) 

是德国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主要来源。一般通过政策性银行的 

作用，使中小企业与其往来银行形成原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建 

立起来的信贷契约关系。 

f4)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比较重视中小企业融资的政府，它明 

确规定了中小企业专业金融机构在新加坡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还对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予以帮助，在新加 

坡政府制定的许多支持性政策中LEFS即本地企业资助计划最 

为典型。这是一项为中小型企业制定的固定利息的财务计划，其 

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附加值的提升，如进入新的具有 

发展前景的行业；改善厂房和设备革新；增加营运资金减少财务 

风险。LEFS计划对受助企业具有许多条件限制，如本地化比例 

要求、企业规模范围等。新加坡政府还建立了主要为中小企业发 

展提供资助、贷款和税收优惠服务和商业便利的政府协助发展 

计划(GDAPs)。 

(5)意大利政府专门成立为私营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 

融机构如国民银行、合作银行、互助银行等。这些银行对条件相 

对较好的企业发放以长期低息为主的直接贷款。此外还从法律 

上为中小企业融资给予支持，如 《中小企业法》、《特别银行 

法》、《中小企业融资条例等》。 

(6)芬兰政府每年都有专项财政预算，向新创业企业提供启 

动资金。这种投资一般不超过其投资总额的50％。 

(7)台湾地区为中小企业的融资而特别设立了专营银行。政府规 

定中小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得低于贷款存量的70％， 

并且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促进创业投资公司的 

建立，加速高科技性企业的发展。此外还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该基金规模为20亿新台币，用以办理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 

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中小企业辅导计划。 

(--)~P4,企业融资的税收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 

税收支持是世界各国又一较为普遍的措施。包括对企业减 

负性税收优惠、引导性税收优惠。 

(1)德国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介入行为最为突出的 

是其税收支持，它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全世界最为典型。德国政府 

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提高中小企业的营业税 

起征点和设备折旧率；所得税下限降到 19％。此外德国政府还进 

行财政补贴，规定设立专项资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2)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费用减税的政策 

以鼓励科技创新，同时对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担保的银行予以 

减税。 

(3)韩国政府的税收支持主要集中在对乡村企业的支持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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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支援制度包括国税的减免和地方性税收的减免。所得税及法 

人税免3年减 2年；认可投资准备金损失费；地方征收的所得税 

及登录税全免，财产税及综合土地税第一年全免，后三年减半。 

(三)政府介入的专门机构的国际比较 

日本在政府机构中设置中小企业厅，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 

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政策支持。而美国政府也在 1953年建立 

了著名的小企业管理局(SBA)，对各类中小企业提供咨询、融 

资、经营指导服务，小企业管理局目前在全美设立有 100多个分 

支机构，其主要任务有作为小企业和政府交易的中介；传递政府 

相关政策法规；支持融资；救助受灾小企业等。 

(四)证券交易市场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 

日本的OTC市场将目光主要瞄准在中小企业，吸引他们进 

行挂牌交易，该市场主要是为具有潜力和发展前景并已具备一 

定规模的中小企业融通资金。德国尽管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 

说其资本市场不发达，但其证券交易市场中的“新市场”板块却 

为中小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提供了可能。意大利在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促进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进行直接融资。依据意大利的证券交易法，在全国的证券交易所 

实行一些专门针对私营中小企业的上市公司的市场交易方法， 

通过规定不同等级的自有资金便于其进人证券发行市场，并且 

对于中小企业的证券交易予以减税优惠。新加坡政府在 1987年 

建立了SGXDAQ，即开辟了新加坡证券交易市场的第二板块，为 

达不到交易市场上市公司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进入资本市 

场进行直接融资的平台。 

此外政府支持性介入行为还包括咨询服务以及政府资助。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芬兰政府的精神资助，即为每一位创业者 

提供相当于18元人民币的直接投资以作鼓励；而新加坡政府更 

加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财务咨询服务。 

从上述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考虑到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量过大，提供直接融资政 

府财政压力无法承受，因此各国更多地使用了政府担保和部分 

担保政策，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二，各国对担保对象都具有较为严格和具体的限定，保证 

担保机构的可持续运作。 

第三，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中小企业中的介入行为存在多样化，包 

括政府税收减免引导、政府资金支持和政府信用担保等。 

第四，各国的支持性政策侧重不一。如德国偏向于税收支 

持，而意大利更注重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支持。 

第五，许多政府的支持性政策具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和环 

保的引导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省云和县电力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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