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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lso fa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an enterprise
can operate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capital. Only when the capital is injected, the various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the enterprise can be carried out orderly.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financing
determines whether an enterprise can surviv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Taking Dali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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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小微企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就业情况、发展创新的社会主力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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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社会资本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之路上也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企业运作无处不需要
资金的参与，只有资金的注入，企业的各项运营活动才能有序进行。而融资的成功与否决定一个企业能
否存活于金融市场。本文主要分析大连地区小微企业融资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
的方案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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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的，不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GDP 也翻了几倍不止，
通过这几十年的年的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大城市的经济也是突飞猛进，
但就在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中，大连的经济却在不断走下坡路，GDP 甚至还出现负增长。1995 年
大连 GDP 总量位居全国第 12 名，二十年的时间里下滑至 26 名，这样的成绩在沿海城市中可是“独树一
帜”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连的经济倒退如此严重？
我国东北地区主要经济产业是发展重工业，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影响了全球贸易交易量，基础建设规
模大打折扣，东三省大部分重工业建设工厂停工停产，面临倒闭。大连市作为东北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港口运输络绎不绝，受经济环境影响，码头交易量大幅下降。其他港口(如营口港)的增加对大连的经济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大连，小微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的首要动力。但是由于各种外界因素的冲击，再加上部分产
业落后，产能过剩余等原因，使得小微型企业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继续保持这这种现状，融资问
题难以解决，大连市经济可能会呈现下滑态势。
随着大连地区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于自身能力、文化水平等原因，他
们在城市就业的首选是小微企业。并且大连的小微企业每年都要给 6 万人左右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工
作岗位。
2019 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小微型企业外部面临的不确
定性因素增加和产品需求下降。即使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小微企
业的发展仍不容乐观。

2. 大连市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在改革开放之后，东北资源日益枯竭，人才流失、科技落后等问题使东北地区经济出现下滑趋势。
但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能够推动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经济指标展现出回暖的迹象
[1]。
据调查了解，大连市多家小微企业总体运营情况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近年趋于稳定，但
是部分企业比如餐饮业受企业总体数量的增长，企业竞争压力大，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信息技术、物流
管理相关企业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发展前景巨大，在网购旺季等特定节日下，月经营业利润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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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幅度提升。在走访的十几家企业中，不到 10%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发展前景巨大，能维持稳
定的经营运作；将近 70%的企业营业利润增长指数趋于稳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企业经营状况较差，亏损
严重，甚至濒临破产的情况[2]。这就说明大连市小微企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发展形势
不容乐观，仍旧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帮助其提升发展速度。

3. 小微企业融资三大“难题”
3.1. 融资难
对于外部融资，由于“麦克米伦缺陷”，银行更倾向于向规模大、实力强、信用好的企业放贷，因
此对于规模小，信誉低的小微企业而言，就很难从银行筹集到资金。小微企业在从银行融资这方面存在
着天然的劣势，属于弱势群体。有调查数据表明，在大连地区被调查企业中由于“资金紧张”造成企业
生产困难的占 32%，有 22%的企业融资还是以从银行贷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其次为自有资金，占比为
6.4% [3]。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家出台大量红利政策不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提高大连
地区小微企业贷款额度的情况下，银行仍然需要担保行业为小微企业进行担保。而对于内部融资，由于
受企业规模的影响，资金无富余供给，导致企业来自内部的资金不足以维持发展。

3.2. 融资贵
在中国，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较高的真实融资成本，其贷款利率通常按基准利率上浮 20%~50%，而民
间借款利率近年来更是始终高于 15%。如此显著的利差会导致恶性循环，也令中介成本缺少主动调节的
动力机制。
我国的名义 GDP 增速在最近 10 年从 20%左右的高点降至 10%以下。但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人
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果以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计算，民营企业的融资成
本更是始终高于 6%，并且投资人和银行往往会向企业索取较高的风险溢价。在这种环境下，小微企业在
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成本压力。
大连市小微企业融资的成本主要是由银行存款利息和第三方收费即政府行政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以
及中介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构成。其中政府行政机构收取的各项费用包括公证费、登记抵押费和工商查
询费等；中介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担保费(通常为评估金额的 l%~3%)、抵押物评估费(通常为抵押物金额
的 0.1%~0.25%)、审计费(通常为资产比例的 4%)等[4]。这些第三方设计项目比较繁杂且费用较高，再加
上审批过程繁琐，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这无疑是在无形中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3.3. 风险高
由于大连市小微企业自身发展规模较小，日常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金融机构不能为小微企业提供
全面服务，信用与风险评估难度将延长企业融资时间，大大增加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如果资金流
动出现缺口，贷款合同不能如约履行，那么小微企业的信用声誉将受到严重影响，使之后的一系列融资
相关活动陷入恶性循环[5]。
小微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融资都比较困难，在大连，一些非正式融资成为小微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但是由于这些非正式融资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管，相关法律不完善，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4.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4.1. 小微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小微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因素之一。小微企业建立规模较小，员工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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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高，尤其是财务人员，对于如何筹资渠道和方式以及企业的资金需要量没有一个明确的掌握，导致
小微企业的资金很难周转。随着国家财政制度、银行信贷制度发展越发完善，其他金融机构及企业乃至
居民个人都可成为小微企业融资资金的供给者。企业融资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发行股票
来筹集资金的权益性融资。另一种是发行公司债券或者从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的债务性融资[5]。除了通
过股票、债券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选择贴现、租赁和补偿贸易，所以小微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多
种渠道获取资金。
小微企业自身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融资困难的现状：一是小微企业应该提升自身的素质，完善自身
的财务管理体制，规范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二是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市场变化，制定一些稳
中求进的经营战略，从自身的专长着手，走新发展之路。三是扩展企业经营业务范围，增强抵御风险的
能力，提高自身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制定一系列防范措施，并且努力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定期提供
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例如每月、每季度等)，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风险和信用评估成本，从而降低放贷
成本。四是及时了解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调整资本结构，促进资产比重平衡，找自家准产品定位，降低
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五是除了通过股票、债券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选择贴现、租赁和补偿贸
易。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

4.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近年来，政府先后出台了《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扎实做好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大连市扩大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大连市小微企业融资培育计划》等一
系列政策法规，特别是在鼓励自主创业，帮助小型微利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
政策，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减轻小微企业融资负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完
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工作，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一是政府进一步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从其他
的业务活动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的资金供给。设立专项基金用于鼓励各大银行
和金融机构积极尝试金融工具的创新和研发，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二是强化政府服务功能，从大连市
各金融机构遴选专业人员成立小微企业融资顾问小组，与大连市各区形成一对一帮扶，即一个小组负责
一个区的小微企业融资咨询工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三是通过搭建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合作平台，邀
请主要银行、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股权投资机构等加入，鼓励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业
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贷款效率。

4.3. 健全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深化小微企业的信用意识
小微企业的信用是金融机构是否愿意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一大考虑要素。因此健全小
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于小微企业进一步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几点可以
作为建立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依据。
1) 考虑非财务信息的影响。一方面，小微企业财务系统有待完善，传统评级模型并不适用于现代小
微企业，企业自身应尽快补缺财会信息。另一方面，企业为获取融资，提供虚假信息，使得金融机构评
估企业风险及信用难度的难度系数加大。所以在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中，应有意识考虑企业的非财务信息。
2) 小微企业自身偿债意愿。通常一个企业的信用取决于一个企业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偿债能力
是一个客观指标，也是传统信用评级主要考虑的指标。而偿债意愿是主观指标，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者
的经营理念。企业是否能偿还贷款，就是这两个指标的叠加；叠加的结果越高，就说明企业偿还贷款的
可能性越大。因此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时可以参考企业管理者在该行业的个人信用评价[6]。
3) 小微企业的特点。小微企业的行业界定较细，行业间差异比较突出，所以同一个信用考察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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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可参考性不同，因此除了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销售(营业)增长率等基础指标，
还应考虑该符合企业特点的一些特殊指标如制造业的成品库存周转率、产品开发收益率，服务业的用户
满意综合指数、投诉处理率等。
4) 小微企业的信用历史。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也需要持续完善的信息。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
采取一些措施，记录小微企业的信用历史，提过给金融机构使用，并且鼓励小微企业主动进行信息公示
[7]。
大连市政府应主导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定和监管，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大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通过网络整合来推动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工作职责和权限，对于欠款或拖延的，
执法机关严厉查处。财税机关要取消违约小微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将其计入小微企业信用等级档案，
通过提高小微企业的信用违约成本的方式，深化小微企业的信用意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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