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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额信贷的担保作为个人与银行信贷业务的一种中介，既是银行今后规避信贷风险的重
要方式，又是个人信贷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小额信贷的担保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其中存在
的问题较多，尤其是担保信用得不到切实保障。因此需要从实现担保业务的多元化入手，建立风险
分担机制，借鉴西方信贷担保的成功思路，设立信贷担保基金，以尝试在农业、住房、医疗、救灾等社
会保障体系中运用信贷担保机制来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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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额信贷在世界各国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 。 而伴随着我国小微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
个人信贷需求、消费观点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利用小额信贷担保来解决小微型企业的融资 ，以及住房、汽车等
个人需求或者医疗、农资、巨灾等社会需求的趋势也逐渐增强 。

一、小额信贷担保的现状
根据我国 2012 年第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当前信贷结构继续改善，短期贷款明显多
增，小型微型企业、三农信贷支持力度较强。3 月末，人民币住户贷款同比增长 18． 1% ，比年初增加 4995 亿
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平稳增长，比年初增加 1313 亿元。由此可见，从我国小额信贷需求来看，消费信贷
增长较快。虽然 2012 年第一季度，居民购车、大额商品消费与旅游意愿较上季提高 ，房地产投资意愿继续回
落，但小额信贷中，个人住房贷款仍然是拉动居民中长期消费性贷款显著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多年来除
了房贷、“三农”信贷外，银行开展的其他小额信贷业务，如小型微型企业信贷业务、个人助学贷款、信用卡透
支还贷实现分期付款外，电子和其他大宗消费品的贷款项目中 ，受理范围和经营业绩表现不佳，加之我国小
额信贷的信用体系不完善，个人信用调查、评估标准、信用等级、风险管理制度等都处于探索阶段，个人信用
风险不易控制，致使银行的管理运作成本相对高昂 、利润微薄，因此部分银行和保险公司迫于风险 、成本压力
曾一度无奈退出了个人小额消费信贷领域 。
但应该看到我国今后十五年处于“人口红利 ”黄金时期，小额信贷需求将不断持续增长，因此在银行与
小额信贷需求者之间建立起中介 ，有效分散银行所不愿承受的风险 ，提高个人及小型微型企业信用的一些担
保机构将得到发展的空间，而一般贷款者购买的物品，包括大型的农业耕作设备、汽车、住房其所有权往往以
法律文件的形式交由担保公司抵押 ，也从而降低了行业风险。自 1993 年我国的第一家全国性的担保机构成
立至今，小额消费信贷担保业务有了初步发展 。尤其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住房信贷担保、汽车
信贷担保的公司，同时政府为鼓励农业稳定健康发展 ，积极支持对农民的小额信贷业务 。一些担保机构也与
大型连锁商场联手推出了多种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 。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也还是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二 、小额信贷担保存在的问题
但在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中确实存在风险高 、收益少、业务琐碎等不少问题，而且由于我国信用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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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因此小额信贷担保业务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
首先，小额信贷担保的资金流向多集中于房贷 ，品种较少，业务范围狭窄，消费担保的抵押物品单调。因
此从消费者来讲，担保品种可选择面狭窄，并不能利用信贷满足自己多种多样的消费需求 。 从担保者来讲，
担保资金期限基本相同，流向集中，分散风险能力降低。比如我国消费信贷的担保资金就多集中在房地产行
2006 年全国购房贷款余额达 2． 27 万亿元，比当年之初增加 3630 亿元，同比增长 19% ，增速比上年同期
业，
快 3． 3 个百分点。而近年来我国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在逐渐加强，房地产等行业正遭遇价格波动。 因此
2012 年第一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房地产市场继续呈现回稳态势，房价同比下降的城市个
数增多，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缓慢回落，所以小额信贷的流向集中必然难以有效化解风险。2006 ～ 2007 年
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于 2007 年初的住房消费贷款呆账达到当时的新高 ，房地产泡沫化严重，无力有效化
解风险所引发，无疑值得我们警惕。另外，当前小额信贷担保过程出现的抵押反担保与质押反担保物品多围
绕房产、有价证券，使得消费者进行可抵押、质押的物品较少，降低了个人对消费信贷的利用热情，限制了担
保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而相对广阔的农作物生产资料担保 ，由于还贷率相对较低，且手续繁杂，少人问津。
其次，我国信贷的风险分担上，区域性资本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地区性信贷市场虽然可以起到积
极作用，但也有限。这不仅与 OECD 和 EU 国家，而且与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 地区 ）
［2］

也存在着巨大差距。 加之现今的担保机构规模又较小，化解风险的能力差，个人、担保机构、银行三者“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体制尚未形成，而担保机构所从事的小额信贷担保业务，风险往往高于银行直接贷给个
人的信贷业务，银行也将借贷的风险全部转嫁到担保机构身上 ，这无疑大大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保证了
银行的商业利益，只要有担保机构承保，作为债权一方的银行往往放松对借贷人的信用评估 、审查、跟踪，即
使有相应的规定“贷款人有权了解贷款使用和抵押物保管情况 ”，但实际上贷款人往往忽视了这些责任与义
务，将风险完全交给担保机构。另一方面我国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 ，个人信用意识不强，一些客户将取得的
个人住房、装修贷款异化为投资贷款，尤其是股市、房产极度向好的年份，贷款投资已经成为一部分人攫取财
富的手段，这无疑加大了小额信贷担保的风险 。另外某些担保机构违规操作，在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中，在
给甲担保的贷款中扣出一定比例资金 ，作为小额信贷担保的风险保证金，然后在为乙担保时，将此资金作为
担保方的风险保证金转交给银行 ，循环往复，应用的仍然是银行信贷，将风险推给银行，所以就形成了银行只
管贷，个人只管借，担保机构将信贷资金两面倒手，相互转嫁风险，实际上都有风险的危险局面。
再次，小额信贷担保机构的运作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小额信贷担保的业务发展缓慢 ，担保机构资本
金不实或结构不合理、用人机制、运作模式、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体系、决策与控制机制等诸多方面存在漏
洞。而从作为担保行业来讲，管理风险与承担长远风险的能力是驱动经济体系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 Peter，
［3］
1996） ，这些却是我国担保机构发展的瓶颈。
如今的担保机构管理水平和管理体制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同
国际先进机构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个别公司有效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信用担保的规范运作、用人的科学

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片面强调利润，风险约束不够，担保产品千篇一律，机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与市场
需求有一定差距。
总之，担保机构虽然多，但规模小，未能形成较为合理有效的借贷、担保风险共担的信贷机制； 信用担保
机构违规操作，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对个人的信用状况、信用记录缺乏细致的了解； 担保品种较少，业务范
［4 － 5］

围狭窄等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小额信贷担保业务的发展 。

三、小额信贷担保的风险规避
我国的小额信贷担保机构既是银行今后信贷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 ，又是个人信贷的一种重要手段，需要
解决的问题较多。
首先，需要实现小额信贷担保的品种多样化 ，抵押物品多元化，同时拓宽业务渠道，达到分担风险的目
的。毕竟小额信贷担保的目标应该是为满足多种的个人需求提供服务 ，不仅包括农作物生产资料担保、房屋
按揭、加按、转按揭贷款担保，房屋装修贷款担保，汽车按揭贷款担保，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担保等大宗实有
物品，更应包括子女教育、出国留学、再就业培训等教育消费信贷担保，医疗、应急救助担保等各个领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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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现担保品种的多样化，可以有效的分散、转移信贷的风险，避免担保资金集中分布于少数行业带来的不
利影响，扩大担保的业务范围。另外积极拓宽小额信贷的抵押品种，抵押物应该从房产、储蓄单据、股票、债
券、库存货物等单一的价值物品，向土地、古董、个人的著作权、专利权等所有有价值物品等方面转变 ，当然应
相应解决对这些产品的合理估价问题 ，同时设立抵押物二级市场，在信贷中出现不良贷款后，将抵押品及时
变现，即使单笔贷款盈利缩减或出现亏损 ，也不至于使贷款抵押形同虚设。拓宽小额信贷的客户群，与大型
连锁商场、银行等机构建立信用共享机制，利用商场、银行中已经建立起来的 VIP 制度或者消费会员制度，给
其中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会员提供信贷担保 。
其次，虽然短时期内区域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不可能有较大改观 。但可以从个人、担保机构、银行三方
入手解决。银行应严格信贷操作审批条件，完善贷款手段，简化贷款程序，应尽量采取抵押担保方式，避免信
用放贷，坚持“先抵押担保，后信用放贷 ”的原则，这样才能有效的防范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 担保机构承保的
小额信贷，应做好信用调查，控制贷款用于房产、金融债券、基金、股票、期货等高风险投资领域，对信贷目的
性做相应规定，并及时对贷款去向做必要跟踪； 借款人要加强自身的约束机制，注重自身的信誉。 另外担保
机构也可以通过扩大融资渠道，业务范围，实行业务联保、再担保等手段来规避、分散、化解风险，提高担保实
力。毕竟简单的将三者的任意一方作为风险转嫁的工具 ，造成“风险你担，利益我享 ”的局面，不仅无益于担
保机构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银行信贷业务的提高。而在国外，确立信用责任时，相互告知各自的重要性是
［6］

风险交流的主要目标之一。

再次小额信贷的担保机构不应仅仅局限在一般的金融企业 ，政府也应主动进入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中 ，
成立担保基金为农业发展、救灾、社会保障、公共事务提供小额信贷的担保，比如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信贷
担保、住房信贷担保①，为失业人员提供创业资金等担保基金 ，为农户购买化肥、农药等提供农业担保。 美国
政府就引入担保机制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购房者进行小额担保 ，在不能如约偿还贷款时，政府可为购房
［7］

者提供廉租房，并将房产出售，避免信贷风险。 这应当成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住房压力的途径之一 。
当今巨灾发生后，我国的救灾方式一般为提供救灾资金补助 、发放低息贷款、提供救灾物资、社会募捐等
手段。但这些措施只能部分满足灾区的吃 、住等基本生活保障，却不可能完全满足灾民灾后重建的需求 。由
政府直接、全部提供救灾物资、救灾资金、低息无息贷款也必然加大财政负担，同时保险、再保险公司也需支
付巨额赔偿。而近几年来巨灾的风险日益加大 ，单次巨灾都会将保险公司拖入破产的境地 ，因此迫使国内外
部分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往往开始将这些巨灾列入除外责任不予保险 ，或者做严格限制投保。而成立国家
救灾担保基金，为受灾地区提供小额信贷担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提高银行发放低
息贷款、保险公司承保②的积极性。尤其是目前我国巨灾损失日益严重 ，比如黄河流域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
2011 年再次遭遇特大旱情，根据
的影响，干旱、病虫害等灾害频发。在遭遇 2009 年华北黄淮特大干旱以后，
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3 日 17： 00 点，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 8 省冬小
麦受旱面积达 10543 万亩，其中严重受旱面积 2072 万亩。所以沿黄地区自古以来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地
区，而且是我国遭受农业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因此如何提高农业灾害的防控水平 、保障粮食安全
成为当前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但该地区巨灾中保险赔付覆盖却严重缺乏 ，保险、担保业务严重缺失，
非常值得反思。救灾担保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金融企业提供救灾资金的积极性 ，还可吸引商家参与到灾区
重建的活动中，使受灾居民在短时间内提高生活质量 、恢复到灾前的生活水平、确保灾后重建，更可以将有限
［8 － 9］

的救灾资金分散到多种形式的灾区建设中 ，更好的实现政府救助与自救相结合 。

最后，担保机构应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提高担保从业人员的素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风险管理
者对风险的理解、估算却是主观的，而担保行业中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对担保风险的分析判断是
［6］

非常重要的。 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相对繁杂，事务琐碎，涉及面广，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较高，需要的是法
①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实行住房保障制度。60 年代以后相继成立了美国联邦住宅放款银行委员会、联邦住宅抵

押贷款公司、联邦住宅管理委员会等信贷机构，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与资金，是美国解决住房问题较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②

因此部分国家如美国的防灾部门开始走上国家灾害救助计划与保险公司保险相互补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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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金融、营销等多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从业人员应具备对市场风险认知、操作风险识别、衡量和防范风险的
量化品评等多方面的素质。因此担保机构对内应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 ，对外延揽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建立相
关的内部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潜能； 建立周密、细致的担保审核机制，风险调控机制，以及贷款跟踪机制，及
时对贷款进行日常检查核对，明确贷款流向，积极推出新的担保业务，对风险定价能力进行积极的创新 ，从片
面追求担保的利润风险向质量兼顾方向发展 。
小额信贷的担保业务还存在其他问题 ，诸如相关法律尤其是《担保法》、《刑法 》中涉及信用惩罚的内容
急需完善，政策瓶颈亟待破解等。个别从事小额信贷担保的机构受审批程序 、注册资本等限制，无法取得担
保资格，只能采取银行企业合作办理小额信贷的方式 。因此我国的小额信贷担保业务无疑还需要经历一段
较长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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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 Credit Guarante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Risk Evasion
LI Li
（ Urumqi Center Branch，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Urumqi，Xinjiang 830002，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intermediar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bank credit management，the guarantee of small
cred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avoid the credit risk of bank in the future，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dividual credit． In recent years，small credit guarantees have obtained the primary development，but still have lots of
questions，in particularly，guarantee credit can not be acquired practical protection． Therefore，it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guarantee business，by establishing risk sharing mechanisms，using successful ideas of western credit guarantees for reference，setting up credit guarantee funds to solve some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s by applying credit guarantee mechanisms in social security systems，such as agriculture，housing，medical care，disaster
relief，and so on．
Key words： consumer； credit guarantee；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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