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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担保行业的发展现状 、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建平
（ 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34）
摘要： 担保业是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用桥梁 ，以承担风险的方式改善中小企业难于获
得贷款的困境。基于目前福建省担保业的现状，立足于服务于本省的中小企业，促进本省经济发
展，应加强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互利合作 ； 建立担保机构信用评级制度；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
部管理制度； 加强担保行业监管，规范发展担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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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是福建省融资性担保行业快速发展的一年 ，截止到 2011 年 10 月，经福建省监管部门审批的融
资性担保公司共计 758 家，登记备案的 739 家，其中 2011 年新增融资性担保机构 241 家。2011 年，福建省担
保机构为全省 14000 多家中小企业实现了 1600 多亿的担保贷款，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由此可见，深入研究福建省担保机构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福建省担保行业的发展现状
（ 一） 监管政策
为加强对福建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 ，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福
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要求担保机构严格实施《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及其配套制度。 福建省担保
机构同时接受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省
信用担保协会等机构的监管。
为了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和进一步规范行业行为 ，福建省在福州、厦门、宁德、三明、南平、龙岩等六个城市
中相继成立了市级担保行业协会 ，标志着福建省担保行业协会体系日趋完善 。同时，由省担保协会牵头建立
了省市信用担保协会联席会议制度 ，进一步推动全省融资性担保工作的顺利健康发展 。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2010 年出台了《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 （ 确认 ） 和变更审批有关事项的通
知》，就担保机构设立和变更条件、审批机构和审批程序作出了规定。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全省融资性担保
机构的规范整顿工作，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制定了《福建省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整顿方案 》。
（ 二） 扶持政策
在政策引导上，福建省省经贸委会同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银监局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发展的意见》，与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福建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管理实施办法》，围绕省政府两个文件的出台，狠抓文件在各地市的贯彻落实，目前全省九个地市和部分县
（ 市） 都已相应出台了对担保机构的补助扶持政策 ，在全省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策联动体系。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若干意见 （ 试行） 》和《福建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 再担保） 机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福建省从 2011 年省财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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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专项资金”中安排 4542 万元，对该省 54 家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予以风险资金补助 。本次补助资金作为
担保风险补偿金补充充实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准备金 ，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抵御风险
的能力。
2011 年，省经贸委下发了《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进一步明确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申报免征营业税的有关事项 。该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
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发展 。
（ 三） 经营能力分析
1． 资产结构。根据抽样结果，全省担保机构平均资产总额为 11243． 37 万元，平均负债 1378． 55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12． 26% ，由此可以看出担保机构总体负债率不高 。 福建省户均净资本 8228． 24 万元，自有资本
金充足。平均流动资产比例为 92． 17% ，资产的流动性较高。
2． 担保资产。根据抽样所得到的福建省担保机构 2010 年户均担保发生额为 19580 万元，户均期末担保
责任额 15103 万元，相比以往年度，呈大幅上升趋势。
3． 盈利能力。福建省担保机构 2010 年户均担保业务收入为 305． 83 万元，户均净利润为 78． 68 万元，担
保业务利润率为 9． 03% 。无论是担保业务收入还是担保业务利润 ，上升趋势明显。 但是由于担保公司参差
不齐，少数担保机构收入较少，甚至个别担保公司出现了亏损的情况 。
担保机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担保业务收入和利息收入 ，实际担保费率为 1% － 10% 左右，平均担
保费率为 2． 1% 。由于各个担保公司开展的业务性质不同 ，担保费率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差距不大。
4． 代偿能力。根据抽样结果显示，福建省担保机构 2010 年底平均流动性比例为 48． 71 倍，说明担保公
司一年期的资产流动性可以保障支付可能发生的损失或债务 ，即总体短期代偿能力较强； 同时，平均净资本
覆盖倍数为 14． 8 倍，长期代偿能力有较充分的保证。两项指标都高于同期行业水平，福建省担保机构的代
偿能力总体来说尚可。
（ 四） 经营特点
抽样调查的全省 112 家担保机构中，政府参与出资的有三家，且出资额都比较少。出资人主要是民营企
业和自然人，非政府性质担保机构占主导地位 。根据样本情况，福建省担保机构经营状况总体呈以下特点 ：
1． 发展趋势规模化。截止 2010 年底，福建省担保机构平均注册资本为 10030 万元，高于同期全国平均
水平。在抽取的 112 个样本中，注册资金一亿 （ 含 ） 以上的担保机构数量有 68 家，注册资金总额为 94． 3 亿
元，占比 83． 2% 。与 2008 年底相比，担保机构平均注册资本呈大幅上升趋势 。
2． 区域分布集中化。目前，担保机构已基本覆盖到全省各市、县，呈现出多层次的发展态势。 从区域分
布看，全省担保机构相对集中在厦门、宁德、三明和福州四个设区市。样本中，以上四个设区市共有担保机构
66 家，占比 58． 9% ； 注册资本金总额 65． 5 亿元，占比 57． 8% 。
3． 担保品种多样化。在福建省担保机构广泛发展的同时 ，担保机构的业务品种也呈多样化趋势 ，主要有
企业融资担保、个人消费贷款担保、经济合同担保等三大类，包括： 信用担保、租赁担保、合同担保、票据担保、
工程担保、汽车消费担保、房地产担保、高新技术担保、财产保全担保等数十个品种，且有进一步细化之势。
4． 人才引进高端化。全省融资性担保行业汇集了一批高学历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建立了经济、金融、法
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队伍，大多数担保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 许多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过去长
期在金融领域工作，业务知识精通，人脉关系深厚，风险意识和政策观念强，是担保行业的中坚力量； 许多担
保公司聘请了金融和法律专家，切实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抽样所得到的 112 家担保机构中，
绝大多数担保机构从业人员为 10 － 20 人，从业人员共计约为 1350 人，其中大多数担保公司从业人数具有大
专及本科以上学历，少数担保公司的中高管理层具有研究生学历 。
5． 信用等级集中化。信用等级是反映担保公司总体质量的重要指标 ，根据某信用评级公司对福建省担
保机构（ 评级家数： 112） 的评级结果统计，该省担保机构 2011 年信用等级分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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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该省担保机构信用等级主要集中在 A 等级，占总评级家数的 57． 14% ，其次是 BBB 等级，占总评
级家数的 29． 46% 。从信用等级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 ，福建省担保机构的信用等级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

二、福建省担保行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 一） 部分担保机构运作不规范
福建省部分担保机构涉嫌从事非法集资 ，非法吸收存款以及高利贷业务等违规操作 ，给行业发展带来一
［1］
定的负面影响。超越了工商部门核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 抽取的样本中，部分担保机
构高管不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 二） 缺乏风险共担机制，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由于资金规模小，担保机构在与银行的合作中缺乏话语权 ，在放大倍数的确定、担保贷款的发放、合作规
模的拓展等方面只能被动接受。特别是县一级的规模较小的担保公司 ，在与银行合作中基本上处于完全被
动地位。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在贷款担保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及监管要求，在准入
条件、承保比率、风险负担比例等方面又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 。在抽取的样本中，只有极少数担保机构与
合作银行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双赢原则，由担保机构和合作银行对担保贷款风险按比例承担 ，绝大
多数的担保机构对承保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要承担全部风险 。这种风险承担的不对称性增加了担保机构的
风险，严重制约了担保机构的发展和担保业务的开展 。
（ 三）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福建省大多数担保公司都是独资或绝对控股公司 ，没有真正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现代企业运行机
［2］
，
制 担保机构多数股权结构不合理，股东多为关联人或家族企业，缺乏内部有效制衡，治理结构不完善。
（ 四） 担保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制度不健全
目前福建省大多数担保公司尚未建立风险评估系统 ，对企业风险的评估主要依靠主观判断 ，实际运作中
［3］
不按规定要求提取风险准备金。 担保业务没有完善的再担保机制来规避风险，缺乏后续资金补充。 实际
操作中，不按规定执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10%
的规定，增加了风险。即使少数建立了风险部门的担保机构 ，其风险计量不科学，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评估
和防控等制度措施，风险分散体系不健全，承保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同时，在风险部与业务部的隔离制度上
做得还不到位。

三、促进福建省担保行业发展的对策
担保机构诞生与存在的意义在于为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建立起信用保证的桥梁 ，以承担风险的方
式改善中小企业难于获得贷款的问题 。为了让福建省担保机构更好地服务于本省的中小企业 ，促进本省经
济发展，针对其出现的问题，现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一） 加强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互利合作
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及诚实信用的原则，鼓励、支持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加强互利合作 。金融机构应主
动创新与担保机构的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金融机构选择担保机构时，要查询担保机构的信用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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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察担保机构注册资金到位情况 、资本实力与其担保额度适应程度、信用资质、风险防范和控制水平等
多种因素。鼓励金融机构与具备较高信用等级的担保机构加强合作 ，适当提高担保放大倍数，促进担保机构
健康发展。对于互助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担保业务时 ，金融机构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比例 。
（ 二） 建立担保机构信用评级制度
担保机构资信是规范担保业市场行为及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的重要基础 。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广
泛认可的担保机构信用评级制度 ，开展对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工作 ，督促担保机构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信用评
级，并将信用等级向社会公布。将担保机构评级结果纳入企业征信数据系统 ，为各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
作为有关部门、银行等市场准入的重要依据。推动担保机构发展成为信用记录、信用评价、信用担保相结合
的社会化信用机构。
（ 三）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
担保机构应按照《公司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制定完整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
和内审制度，确保经营有序进行。担保机构还应制定较为完整的担保业务风险管理原则及制度 ，包含《担保
业务风险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对公司的担保业务操作流程、项目管理等做出明
［4］
确要求，从而规范担保机构业务行为。
（ 四） 加强担保行业监管，规范发展担保机构
一是福建省金融办及人行福建分行每年都应对担保机构进行年检 ，对于年检不合格的担保公司，监督其
完善不合规事项，有重大不合规事宜的应暂停其运营资格 。二是福建省委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担保行业监
［5］
管，保证担保资金安全有效和规范使用 ； 进一步发挥省信用担保协会及联系会议的作用 ，提高担保业自我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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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Problems，Countermeasures of
Guaranty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LI Jianping
（ School of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Abstract： Guaranty industry is a bridge of credit betwee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SMEs． It improves
the plight that the SMEs are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loan by taking risks．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guaranty industry of Fujian province and in order to serve the SMES of Fujian province and promote the province’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guarantee agenc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strength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the credit rating system，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guaranty industry，and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guarantee agencies． Moreover，for guaranty industry，improv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is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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