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及规制工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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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传统银行相比，影子银行具有脱媒性和表外性。中国影子银行的典型形

态有人人贷、理财产品、民间金融等。它们虽形态不一，但共同特点是规模增长迅速，系统

性风险日渐凸显。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成因有: 中国“投资导向型”的经济结构; 国有企业

涉足影子银行业务; 银行业务监管弱化; 金融投资渠道有限。国际社会应对影子银行风险

路径有二: 修订《巴塞尔协议》和由金融稳定理事会推动的金融治理改革。我国在借鉴国

际社会经验进行国内金融改革的同时更应该从影子银行的脱媒性和表外性入手，针对信息

失灵、代理失灵和监管失灵，采取以下对策: 渐进解决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系统性风险问

题; 适度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培育并健全公司债券市场; 构建包容民间资金的金融体

系; 有效处理中小企业不良贷款; 鼓励地方性治疗措施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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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子银行的定义和全球新近的发展

对于肇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学派的解释。全球储

蓄过剩理论认为，高额的储蓄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同时又将长期利率水平推

低至谷底，进而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资产泡沫。① 全球信贷过剩理论则将金融

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过剩，而影子银行则在传统银行信贷系统之外推波助澜。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影子银行定义并无定论。在国际上，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于

2011 年 11 月发布的报告，“影子银行”被定义为“银行体系之外，从事实体以及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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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信用中介机构”。② 世界银行将“影子银行”或“非正规金融”定义为未被中央银

行或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国外有学者认为，“影子银行”既可以包括“杠杆化

且非银行的投资导管、载体和结构形成的字母缩写组合整体”，又可以指代“从事到期、
信贷和流动性转化而无法获得中央银行流动性或者公共部门信用担保的金融中介机

构”。③ 在国内，IMF 于 2011 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系统稳定评估报告》以列举式的方法界

定了我国影子银行的范围，主要包括非正规金融部门( 典当行、信用担保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和地下金融中介) 、私募和理财产品三类。国务院 201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影子银

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称“107 号文”) 也将我国的影子银行界定为三类: 一是不持

有金融牌照而完全不受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 二是持有金融牌照但监管不足或规避监

管的业务; 三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但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按照 107 号文

的分类，人人贷是典型的第一类影子银行，理财产品属于第二类，担保公司、贷款公司等

中介机构属于第三类。④ 我国学界对影子银行定义异见纷呈: 有的认为应列举式地定义

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包括从事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⑤有的

则认为应采用 FSB 概括式定义。⑥ 综观官方的文件和学者的研究，在界定影子银行概念

的时候要么采用概括式方法，要么采用列举式方法，对影子银行定义的界定标准宽严不

一。从监管的角度看，扩大影子银行概念的外延有助于风险控制。广义上的影子银行

不仅涵盖银行之外提供资金的载体，也包括在银行之外提供的融资服务或产品。但是

过宽地定义影子银行有可能导致过度监管，扼杀金融创新。所以，如何定义影子银行不

单单是一个纯学理问题，也是市场规律与政府干预的博弈难题。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和确定具体的内涵，与传统银行相比，影子银行具有两个明显

的特质。其一，金融“脱媒性”。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影子银行的核心特质是“脱媒”性，

即借贷双方不再依靠银行贷款融资，而通过特殊目的实体、货币市场、融资机构等非银

行渠道获取资金。借款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信贷资金转变为非信贷型金融服务。
影子银行体系中的资金绕开传统的银行体系，直接从资金拥有者输送到资金需求者。
这种资金的体系外循环降低了传统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促使“它融资”逐步向“自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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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其二，业务表外性。⑦ 正是因为金融脱媒性的存在，影子银行涉及到资金的流动

不再是传统银行业规管的资金流动，融资贷款业务不再受传统的银行监管体系的控制。
即便是传统银行参与到影子银行业务中，此种业务从传统表内业务转向于表外业务，不

反映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这两个基本特质是界定影子银行的核心标准，也是解决

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设计规制工具的切入点。此外，传统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向储户吸

收存款、向客户发放贷款，从而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其实质上是一种债权关系;

而影子银行的运作方式则相对较为复杂，既包括债权式的运作模式，也包括资产证券化

的运作模式。有观点认为，影子银行的实质是资产证券化。⑧ 这种定性解释仅仅对部分

理财产品等较为复杂的影子银行形态才适用。其他诸如人人贷⑨和民间金融等影子银

行形态未必涉及资产证券化，其基本法律关系仍然是债权债务关系。
欧美国家的影子银行主要从事类似公司买卖、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业务，或是

一些普通企业利用投资者的资金和大额融资，聘请银行交易员从事直接贷款业务以摆脱

传统的银行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子银行也可能包括保险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养老

基金，因为这些基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为迫切的资金支持。影子银行

主要建立在衍生品、证券化和再证券化等复杂工具的基础之上，存在于一条复杂的交易链

中，这条交易链一般始于证券资产的借贷或回购，止于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因此，影子银

行在某些方面具有类似银行的属性。例如，利用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即“期限转换”。
这也是影子银行的监管模式和工具选择主要参照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影子银行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以及监管制度的变革。
传统银行的发展一直受制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管制，主要依靠货币市场资金、证券以及债

券的回购获取更多利润。瑏瑠 而影子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融合并发展了各种新形式的资金，

比较典型的有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表外工具、证券以及其他债务类工具。过去几年

的金融监管格局是优先重建银行资本，而影子银行在货币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

以市场为基础的证券信用创造放大了整个金融体系对货币银行信用的创造。就规模而

言，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资源( 如企业债券和对冲基金的直接贷款量) ，占整个传统银行

业近一半的比重。瑏瑡 非存款机构( 如私人股本资金和对冲基金投资者) 开始更多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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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有观点认为人人贷实质上是债权资产证券化。参见冯果、蒋莎莎:《论我国 P2P 网络贷款平台的异化及其监管》，载

《法商研究》2013 年第 5 期。资产证券化的特征之一是发行可交易证券。但是 P2P 平台通常仅仅只承担居间人的角

色，为投融资双方提供撮合服务，并没有作为支撑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所以，P2P 并不涉及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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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7，20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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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投资领域，通过使用银行借款购买船只，再投资于萧条的航运业即是此例。瑏瑢

影子银行的体系非常复杂，它不仅涉及到结构性投资工具，还包括货币市场基金以及

关联性工具的运用。在此意义上，影子银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贷款给自己”，而是

“通过贷款来贷款”以填补信贷紧缩的差额。举例来说，公司可以通过证券投资组合构建

一个影子银行，并通过影子银行借贷资金，最后再通过这些资金进行再贷款。通过信用创

新、所有权交易和对冲基金连接起来的整个资金链占了全球资金流的大部分。影子银行

的产生与流行源于资金多样化的覆盖面: 每一位投资者都在寻找使自己的金钱不断增值

的投资方式，而监管压力及投资成本可能促使投资者寻找一种更为明智的方式来绕开法

律规则的限制。影子银行在引入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同时，也要求该投资能有更高

的回报率以对冲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撇开影子银行的诸多缺点不论，其优势在于

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投资建议以及灵活的风险应变能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影子银

行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并为顾客和企业提供更合理有效的定价。
据相关报告显示，在 2002 年到 2007 年的 5 年间，全球影子银行体系增加了 33 万亿

美元，资产规模从 27 万亿美元增加至 67 万亿美元。瑏瑣 美国同期经常账户赤字总额达 3．
9 万亿美元，而影子银行当年的资产规模远超其 8． 5 倍。据估计，影子银行体系总资产

额约占全球金融体系总资产额的 25% 到 30%，同时占全球银行总资产额的 50%。瑏瑤

2008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影子银行规模持续扩大，系统性风险

日益凸显。

二、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形态及其风险瑏瑥

在中国，影子银行因银行业特质和银行监管体制的复杂性而生。中国的影子银行

可以指那些提供贷款但又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主要包括银行的

资产负债表外工具、商业票据、委托贷款、个人地下贷款以及理财工具等，而信托与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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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y Sender，“Shadow Banks Tap into Distressed Shipping”，Financial Times，1 January，2013 ( online) ． 金融危机以后

监管部门对银行业的兴趣与日俱增。私募机构现在更加愿意通过打赌银行会为了获得政府援助或达到更加严格的

资本要求而被迫以折扣价处理资产从而获得零售银行挤压的收益。比如，欧洲的银行资产现在比其他地方的银行

资产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些资产交易价值低，而且监管部门并没有对私募机构持有银行股份比例规定上限。银行回

报和价值会被更加高的资本要求和低利率打压，最后会得到恢复。Jennifer Thompson，Anne-Sylvaine Chassany and
Patrick Jenkins，“Private Equity Bets on Ｒetail Banking”，Financial Times，4 January，2013 ( online) ．
Ｒeuters，“Ｒegulators Aim to Shine Light on Shadow Bank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8 January，2013 ( online) ． 这

基本上相当于 20 国集团和 FSB 统计所涵盖的欧元区国家的总金融资产的四分之一，或者是这些国家总国民生产总

值的 111%。“Shadow Banking-Under the Spotlight”，Financial Times，19 November，2012 ( online) ．
Andrew Sheng，“Left Unregulated，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is a Financial Disaster to Com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November，2011，A13．
国内法学界关于影子银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国际监管的讨论。另外对影子银行的讨论一般限于风险控制，而且是

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可参见何德旭、郑联盛:《影子银行体系与金融体系稳定性》，载《经济管理》2009 年

第 11 期。



正成为影子银行的新类型。瑏瑦 尽管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但仍然有近 81 亿人民

币的银行存贷与影子银行的信贷网络裹缠在一起，而难以完全条理化和透明化。同时，

由于传统银行业的准入门槛较高，非银行业资产难以进入传统银行业，迫使这个市值高

达 2000 亿人民币的影子银行系统(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5% ) 瑏瑧不得不寻求高利贷资金，

以应对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瑏瑨 在过去的几年中，影子银行业规模增加了近一倍，达

25． 6 万亿人民币，超过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瑏瑩 此外，中国的影子银行还投资了近一半

的新型证券产品。瑐瑠 如果政府在此时挤压资产泡沫(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那么中国

的影子银行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众所周知，金融证券产品的创新与泡沫式的投资行

为促成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和危机正不断动摇着传统的

金融系统。
由于影子银行涉及不同产品、服务或金融主体，对影子银行的讨论，必须因具体产

品、服务或所涉金融主体不同而进行区分。因此，研究影子银行的前提是对影子银行的

范围有准确界定，对具体形态有合理分类，以便有利于对具体属性、风险、形成原因和规

制对策做出更加精准的分析。根据国务院 107 号文对影子银行的界定，我国影子银行

的典型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一) 人人贷( P2P) 及其风险

P2P 网络借贷( “个人对个人平台”) 是影子银行的一种，也是互联网金融( 或金融

互联网) 的一种。瑐瑡 它主要由私人企业提供信用中介服务，其他的互联网金融还包括众

筹。在美国的众筹网站，已经有将近 40% 的项目获得投资，参与人数达到几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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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Simon Ｒabinovitch，“Surge in Chinese Credit Ｒaises Fears”，Financial Times，8 February，2013 ( online) ．
Henny Sender，“China Groups Fuel Shadow Banking”，Financial Times，7 September，2011，p． 18． 有国内学者将影子

银行扩展到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抵押担保公司、贷款公司、典当行等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如果将这些包括其

中，影子银行提供的信用规模占到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四成。参见李建军、田光宁:《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改革的顶层设

计问题探析》，载《宏观经济研究》2011 年第 8 期。
Ｒeuters，“Shadow Bank Ｒeform Needed to Fight Bubble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2 January，2012，B3．
Ｒeuters，“Too Big To Fail? China’s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Stir Debat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 December，
2012 ( online) ． 一些研究报告指出此处的价值可以达到 300 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量的 25%。Ｒay Chan and
George Chen，“Beijing Urged to Take Quick Action on Shadow Bank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9 January，2013
( online) ． 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了最新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 2013》，报告

称 2012 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到 14． 6 万亿元( 基于官方数据) 或 20． 5 万亿元( 基于市场数据) 。前者占到

GDP 的 29% 与 银 行 业 总 资 产 的 11% ，后 者 占 到 GDP 的 40% 与 银 行 业 总 资 产 的 16%。参 见 http: / /www．
zhongguoxintuo． com /xthyyj /3595． html，最后访问于 2014 年 4 月 27 日。
“Keeping China’s Fragilities in Check”，Financial Times，10 April，2013 ( online) ．
严格讲，金融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有所区别，但未厘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银行创造出全新的电子渠道。
传统银行的电子银行业户分流率达到了 70%。这种银行产品线上化的方式，可以称为金融互联网。与之相对，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业务进行变革的金融业态，是互联网金融。由于数字化的运用，也可以将两者统称为“数字

化金融”。无论如何表述，这些金融媒介的特点是资金信息化。



关于中国 P2P 市场的规模和现状没有官方的数据。瑐瑢

“人人贷”的称法是银监会和小额信贷联盟的公文《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

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提出的正式译法。P2P 贷款不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间人，贷款人

与借款人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在网络平台上完成，网络作为第三方平台将小额度的资金

聚集，并向有资金需求的人群流动。本质上，人人贷是“网络版”的民间借贷。许多企业

之所以广泛应用 P2P，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大多缺乏资金却难以从国有银行低成本融

资，而在“网络”借贷市场入市门槛低、贷款难度相对较小、成本相对较低，出借方操作成

本低、操作技术简单，故 P2P 融资被小微企业广泛运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抑制造成

社会融资困难，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发展，人人贷的便利性也使它受到资金供求双方的追

捧。此外，人人贷的存在也得益于全球性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由于金融监管的加剧，资

金有“反中介化”的动向，趋于绕开商业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形成与银行体系平行的间

接资金流动链。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不断从非金融领域向金融领域渗

透，对银行和银行业务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当一部分客户转向电商或网络融资平台，银

行和客户的联系反而有所隔断。另外，互联网金融还覆盖了传统银行业的一些盲点。
比如，有些 P2P 平台开始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为股东或者合作伙伴的上下游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 有些平台尝试用股权加债权的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融资服务。
然而，P2P 平台蕴藏了相当的风险。首先，P2P 公司可能会不断扩张，这会涉及到非

法集资并可能违反银监会的规定。网络借贷平台一般都不是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而

是资金寄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由于我国的金融管理体系只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吸收

公众资金，作为网络借贷平台的电子商务公司聚集大众资金，可能一定程度上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瑐瑣 其次，从银行获得的资金将会更容易地通

过 P2P 流入地下借贷市场，加剧系统风险。据估计，仅江苏与浙江两省，至少有 3 万亿

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已经转入地下借贷市场。瑐瑤 第三，通过 P2P 的私人贷款将大量转入房

地产市场以及高耗能产业，而这些行业都被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任何政府政策的变化都

可能导致系统风险的增加。第四，网络借贷平台本身不是金融机构，因此不具有承担借

贷风险的能力。本质上，由于网络借贷平台仅仅撮合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的借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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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瑐瑤

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两年进入 P2P 行业的投资者远远超过前几年，投资者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区域，25% 的人

年收入在 5 万以下; 60% 的人在 10 万以下，投资者多为大众群体。该调查报告由《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和《网贷之

家》联合发起。参见 http: / / stock． caijing． com． cn /2013-10-16 /113426043． html，最后访问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

险提示的通知》。
Jane Cai，“Banks Warned on Ｒisk of Underground Lend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5 September，2011，B3．



“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瑐瑥人人贷中间的资金流动

和管理风险处于真空状态。瑐瑦 中国信用体系不完善，P2P 平台也就担负了比国外平台更

大的风险。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为了降低本金保障风险，纷纷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资

金链。
银监会已经就这一新兴 P2P 平台所蕴藏的风险发出了警告。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

融机构“建立与人人贷中介公司之间的‘防火墙’……”，瑐瑧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加强内

部管控，通过“防火墙”的设计使自己绝缘于 P2P 公司。“防火墙”制度旨在切断不良贷

款流入传统银行系统的渠道———借款人往往是在地下市场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下，转

而向传统银行筹借贷款以偿还债务。通过这些措施，银监会正试图通过消灭灰色市场

以打击中间借贷。
( 二) 理财产品及其风险

1. 理财产品市场的新近发展
2012 年，中国银行系统外的贷款较之银行贷款增速更快，银行未偿还贷款增速有所

缓和，但未偿还贷款的比例仍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长。然而，正规银行系统以外的信

贷，包括信托贷款和企业贷款，都大量涌入理财工具市场而不是投资于银行存款，因为

前者可以提供更高的利率。瑐瑨 最高人民法院倾向把涉及信托和委托理财产品的案件定

性为“影子银行”类的金融案件。瑐瑩

现实中，理财产品的数量从五年前的几百个激增到 2012 年的 29，000 个左右。瑑瑠 这

些产品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末的总发行额为 6． 7 万亿人民币。瑑瑡 已公开发行并售出的理

财产品价值在 2012 年底达到 7． 6 万亿元。瑑瑢 这些产品的管理资产额相当于银行基础存

款的十分之一，而在 2010 年初这个比例仅为 2%。瑑瑣 规模越小的银行越主动地发行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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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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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于 1991 年通过，距今已有 20 多年，作为网络时代远未到来

时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网络借贷这种新兴事物究竟是否还有应然意义上的参考价值，值得考虑和争论。另外，以

“人人贷”为例，该网络融资平台通过风险备用金账户、信用认证、机构担保等一系列措施降低借、贷风险，对于其意

义和功能，恐怕无法将其简单视为“撮合借款人和出借人之间的借贷交易”、“仅起联系、介绍作用”，而其风险备用金

账户的设立，也表明其具有一定的“承担风险能力”。
《合同法》第 425 条中关于居间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也仅仅限于“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情况”。此外，这个真空状态的形成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缺少个人信用体系，网络信用平台无法进入银行

征信系统。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
Simon Ｒabinovitch，“China’s Forex Ｒeserves Ｒeach $ 3． 4tn”，Financial Times，11 April，2013 ( online) ．
“最高法: 稳妥审理影子银行案件 防范金融风险”，参见 http: / /news． sohu． com /20131003 /n387586865． shtml，最后访

问日期: 2014 年 4 月 28 日。
前引瑏瑩，Ｒeuters 文。
Simon Ｒabinovitch，“China Investment Products Draw Complaints”，Financial Times，27 December，2012 ( online) ．
Kanis Li，“Small Lenders Battered by Wealth Product Ｒule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9 March，2013 ( online) ．
“China Bank Ｒesults: Off the Money”，Financial Times，25 March，2013 ( online) ．



产品，其中一些已经接近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占比存款不超过 20% 的上限。瑑瑤 在大多数

情况下，银行只是作为资金需求方即借款人的代表，充当中间人向投资者发出这些产

品。理财产品在过去的五年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缺乏有价值的

投资机会，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股票市场崩溃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就更少了。
投资者在疲软的股票市场和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投资环境中，只能寻求理财产品等更

有价值的投资方式以赚取利润。投资到理财产品的大量资金流通到影子银行体系内，

引起了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2. 理财产品信息不对称
理财产品内在风险的起因之一是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金融产品的个人消费者)

之间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这是由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个人投资者对复

杂信息消化吸收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金融消费者很难准确理解理财资金的运作模

式、投资方向和收益情况; 瑑瑥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销售活动存在诸多不当行为瑑瑦，而消

费者的投资活动也有非理性行为。瑑瑧 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也就不是偶然事件。信

息不对称继而导致市场失灵，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金融资源，金融市场出现“劣币驱

逐良币”的“逆向选择”现象，瑑瑨最终影响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中国金融业“一行三会”的

分业监管架构难以确定统一的监管目标，金融产品的复杂性、金融机构的跨业经营和分

业监管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产生监管真空。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不加区分和对金

融消费者保护不力又造成了金融市场的萎缩和民间金融市场的混乱。由于理财产品的

特殊性和购买者作为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金融监管的路径应当将存款人和投保人等

传统金融消费者同投资者加以区别，并予以针对性的保护，避免投资经验参差不齐的金

融消费者的不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秩序的破坏。
3. 理财产品的系统性风险
投资者被银行提供的高于存款基准利率瑑瑩的理财产品所吸引，通过理财产品这一表

外工具直接参与到借贷活动中来，从而获得一个高于普通存款利率的收益。银行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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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Ｒabinovitch，“China to Tighten Shadow Banking Ｒules”，Financial Times，26 February，2013 ( online) ． 值得说明

的是，银监会考虑将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上限控制在其拥有储蓄规模的 20% 这一举措，只是外媒“援引知情人士”的

报道，这一措施并未得到证监会的证实。
投资者如果想要完全了解金融产品的信息，除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合同之外，还需要掌握金融和法律知识，必要的

时候可能还需要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和介绍。这就是说投资者需要在购买成本之外支付信息成本。
这类不当行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误导性销售，比如夸大某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做出明确的收益保证

等等。
关于投资者理性行为的诸多分析，参见沈伟:《复杂结构金融产品的规制及其改进路径———以香港雷曼兄弟迷你债

券事件为切入点》，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6 期。
［美］罗伯特·S． 平狄克、丹尼尔·L． 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 第六版) ，王世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版，第 616 页。
低利率未必增加信贷的供给。抗风险和资本高回报会鼓励银行把贷款用在购买政府债券或房地产市场。美国的情

况真是如此，银行持有更多的现金和政府债券，而不是商业和工业贷款的未偿还部分。



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并通过安排交易得到一部分酬金。因此，在中国市场，理财产品越

来越受欢迎。例如，在 2012 年第三季度，理财产品占银行存款总额的比率从 2010 年末

的 7%增长到 10%。瑒瑠 这些数据显示了资本的逐利性。因此，广受欢迎的表外理财产品

可能会侵蚀传统中国银行的利润支柱。这种改变带来的危险是更多的资金离开“正常”
的金融监管系统。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通过杠杆作用进而增加了金融系统内部隐藏

的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为，如果投资者拒绝接受这些理财产品的固有风

险，则银行可能不得不介入并承担所有的损失和风险，也即投资者的风险最终会转嫁到

银行的头上。理财产品在银行市场上的广泛应用可能引发更多的违约风险，而这在市

场上还未得到重视。在监管层面，商业银行被要求向银行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理财产品。
尽管如此，商业银行的雇员更愿意通过销售更多的理财产品而确保获得丰厚的佣金。瑒瑡

所以，违约风险并没有因理财产品推行注册制度而降低。
近年来中国的储户纷纷涌入理财产品市场，并使之成为中国快速成长的投资工具。

这些产品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通胀率剧增超过了官方利

率，公众投资者只能通过投资到更有利可图的产品来寻求更高的回报，而不是存到银行

中贬值。随着银行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长达十年之久的利率管制正被市场力量弱化，

此类产品被视为替代普通银行存款的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增加了低收益存款

的竞争，监管者最初容许这些产品的供应和销售从而支持放宽利率管制。然而银行很

快滥用了监管者的宽容，为了继续放贷将理财产品计入存款来满足存贷比率。大多数

理财产品是由第三方创立并通过银行发行的短期存款工具。发行这些所谓的理财产品

可以帮助银行规避官方利率上限。规模较小的银行是这类产品的主要卖家，同时更短

期限的产品也在不断增加。这些产品投资到股票和货币市场，并承诺 4% 至 5% 的收益

率，比存款利率上限高出大约 1%。3 个月到期产品被用于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

目，部分理财产品可以提供两位数的收益率，而这些项目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大致可以分为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和商业银行承销理财产品。瑒瑢 与前两类保本型理财产品更加

接近储蓄的性质不同，非保本浮动收益和商业银行承销理财产品主要与衍生产品、银信

结合产品、银基结合产品、QDII 基金挂钩，是虚拟化程度较高的风险型产品，银行在产品

销售过程中扮演承销商角色，对风险不承担责任。然而，一旦产品出现亏损，本金和利

息可能得不到保证。这些类别的理财产品是国外影子银行复杂金融工具和业务的简易

版。比如，商业银行承销的理财产品类似于货币市场存款账户，挂钩产品接近于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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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信贷产品相当于简易型的信贷资产支持票据。即使是前两类保本型理财产

品也具有私募基金的性质。
大多数理财产品是表外业务。这主要是因为具体理财产品在整个金融机构或上一

级业务部门的层面不被视为传统银行业务。这些产品缺少有价值的资产或担保人的支

持。由于没有特定公司资产或者抵押资产，具有较高的风险，甚至具有一定的赌博性，

最终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70% 左右的理财产品与股票和货币市场绑定，通过销售这

些产品所获得资金可能投资到从信托贷款到信用证期限不匹配的非流动性资产，甚至

可能被用来支付其他到期产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相当危险———由银行提供的

主要担保产品必须依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瑒瑣这意味着银行要负责其担保的流通中大约

15%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这些产品被比作债务抵押债券( CDO) ，瑒瑤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复杂金融结构产品。在美国房产业泡沫破裂之前，CDOs 和资本市场的其他部分向美国

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信贷，同时向欧洲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信贷。瑒瑥 在金

融危机之前，雷曼迷你债券也在香港和新加坡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类产品通过资产

证券化等方式反复组合，叠加产品复杂性和风险性。当其他投资者停止购买 CDOs 或

业主违约时，银行可能会自己消化它们销售不出去的理财产品。这种“资产负债不匹

配”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放缓和股市大幅下跌情况可能会因此而变得

更加糟糕。当理财产品泡沫破灭，银行将被期望承担损失并向投资者支付本利。然而，

银行无法帮助所有的产品摆脱困境。由于理财产品作为金融衍生品，大部分是通过募

集方式进行资金筹集和管理，一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危机会引起系统性风险。
银行产品的违约风险将上升，因为信托和理财产品与商业银行提供的较低存款利

率不同，它们对高风险的项目，例如地方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和信贷绑定的房地产开发

商，提供两位数的收益率。而这些高风险项目可能会破产或者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低于

预期。但是，目前系统流动性紧缩的风险似乎降低了，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银行

系统仍由高额居民储蓄支持; 二是诸如集团信托产品等高风险理财产品仅是一小部分;

三是现在一些银行采取不恰当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创建资产池，即用新投资者的流入资

金偿还老投资者以掩盖失败的投资，这是违约风险不可避免的主因。瑒瑦 监管当局应当允

许相对小规模的违约，否则散户投资者可能会固执地相信，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会带来

有保证的回报，而不利于风险意识的树立和加强。银监会的“不介入”监管方法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满足帕累托改善的、以自愿为基础的、以同意原则为核心的契合市场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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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瑑瑤，Simon Ｒabinovitch 文。



监管取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监管和规范逻辑过于依赖和追求效率。金融监

管需要对银行和金融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再分配，以期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效益

最大化。
( 三) 民间金融和“跑路危机”
1. 民间金融所涉领域的转变
温州闻名于以家庭作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私营经济，也因之成为私营企业的“中

心”和企业家精神的摇篮。2011 年，温州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影子银行系统在繁荣私

营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小企业所能提供的抵押物有限，违约风

险较之国有企业更大，公司治理又缺少健全的财务体系，真实经营状况无法通过财务报

表的方式体现，国有银行基于交易成本( 包括尽职调查) 和履约风险的考量，自然不愿意

贷款给私营企业。而当地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的管控较为宽松，所以私营企业多借助于

影子银行进行融资。然而，在温州地下银行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

的“跑路”债务危机———在 2012 年初，至少有 80% 的商人被报道消失在公众视线中，他

们或者自杀，或者宣布破产，原因是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地下钱庄经营者无法返还

储户存款。瑒瑧 这次债务危机凸显了私营经济部门金融的脆弱性和在整个国家中未被良

好监管的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金融危机使得资金供求产生扭曲。银行系统的信贷门槛高，信贷准入条件高，私营

企业由于海外市场萎缩外销受挫，资金链断裂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无法持续地获得

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发现从银行融资存在难度，便试着在

当地的地下借贷市场进行融资。私人储户和闲散的民间资金为寻找和拓展投资渠道，

放弃了提供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官方银行，选择在地下借贷市场投资结构性票据和

其他能有高利率回报的影子银行产品。这部分的资金成为民间融资的主要来源。这类

借贷活动不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许可，依照合同约定进行资金借贷和流转，属

于一种民事或商事活动。中国商人有从亲友资金池中借钱的传统: 非正式的借贷市场

哺育了许多的创业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或者小微企业; 因为按照银行的标准，他们

的信誉度低，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融资。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这些资金池的合法性取决

于资金的来源和利率安排。这些资金池中的资金不断更新发展，他们把新进入的存款

作为利息支付给早期的投资者。早期的民间借贷主要是解决生活困难，现在则主要是

进行生产性或投资性融资，大量民间资金进入生产领域。
2. 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及风险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民间借贷在扭曲的金融市场里有存在合理性。同正规的银

行融资渠道相比，民间借贷在一手借贷环节交易双方信息高度对称，因为借贷双方可能

161

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及规制工具选择

瑒瑧 Jane Cai，“Bad Loan Ｒate Adds to Woes in Wenzho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5 November，2011，B3．



彼此熟悉，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借贷期限和利率。瑒瑨 目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并不是

完全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以央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经过适当浮动后确定的。
民间借贷的利率反而是由市场因素和供求关系决定的，反映了稀缺资本在资源配置中

的市场价值。由于是面对面或熟人交易，民间借贷手续简便，交易方式灵活，可以有效

降低交易成本。此外，信誉成本在交易中可能有效扮演担保的功效，为交易提供了本息

担保保障。这也间接或部分说明民间借贷存在着贷款人不要求担保而继续提供贷款的

原因。由于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和市场性，民间融资和借贷的规模自 2004 年开始不断扩

大，在金融危机时期有膨胀的趋势，目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但民间金融并非是无风险或低风险的。尽管民间金融是体外资金循环，但在金融

链断裂的时候，正规的银行体系里的资金就会被用来救市，因此民间金融业也会产生不

良贷款，给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除了对金融体系的潜在危险之外，民间

融资和借贷行为对商事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也有阻碍作用。尽管当事人双方更贴近市

场，信息对称平衡，交易过程透明度高，但是趋利行为更加促使盲目的投资活动，使之处

于无序不定的状态。由于民间金融不受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约束，它对宏观经

济调控造成隐形障碍。
地下借贷市场比一般的银行贷款具有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在普通的借贷中，系统

性风险更容易被控制，因为从贷款人到客户的现金流都可以被预见。而在非正式借贷

市场，款项放出之后，贷款人将失去对现金流的控制，因为贷款有可能继续从一个借款

人流动到其他借款人手中，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债务链。
任何借款人资金链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影响到整个债务链。

此外，在一个非正式的贷款业务里，借款人之间建立互锁的信贷，并且通常是当地居民

或企业，他们怀着套取贷款利率的目的从银行及其他私人借贷者那里借钱。这些贷款

者只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地下贷款人的年利率通常为 20% 到 40% 或更高，而很多时候

官方贷款年利率仅为 6． 56%。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普遍高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存贷款利

率: 年综合利率为 25%，有的高达 40%至 50%。瑒瑩 当新的银行贷款减少时，利率甚至可

能如火箭般快速上升。为了偿还贷款，借款人可能被迫借新的贷款来支付滚雪球式增

长的利息和本金。
向官方银行融资难，而企业资金需求旺盛以及闲置资金的投资需求等市场反应促

使了地下贷款的流行。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温州的问题，因为民营企业的运营

严重依赖地下借贷。据估计，中国民营企业贷款约为 40000 亿元，或占中国贷款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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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或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借贷月利率一般在 20% 以下; 中介机构放贷月利率平均为 20% -50% ; 部分用途急、融资

期限较短的资金月利率可以达到 50% -60%。



8%左右。瑓瑠 当房地产市场的严厉政策出台后，该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大多

数非正式贷款促成了全国性房地产投资热潮，而且表露出了经济增长减缓的迹象。非

正式贷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不信任的增加可能导致信贷紧缩，并最终使得小企业破产

蔓延开来。
根据政府的统计，温州地下钱庄未偿还贷款总额约为 1100 亿人民币。瑓瑡 高额的未偿

还贷款总额给温州地下借贷市场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温州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

额在 2011 年 10 月达到约 11 亿元人民币。瑓瑢 在过去十年中，这种本月相对上个月的不良

贷款率的回升，表明了私营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们要承受不断上涨的融资成本( 包

括黑市利率飙升) 、运营成本暴涨( 包括租金、原材料价格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瑓瑣) 、人民币

升值、外部需求放缓( 即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下降) 以及中国政府货币政策的突然收紧等压

力。这些因素是地下钱庄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由于出口的急剧下降和经济增速放缓，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当借款人拖欠贷款，宣告破产或者干脆消失时，私营银行体系便受

到严重打击。由于地下银行系统本质上依赖的是个人储户或私人投资者的私人网络，恶

化的形势将使得债务问题升级并陷入混乱，最终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3. 监管措施的模糊性
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一直存疑。市场一般将这类民间金融定性为“灰色金融”或“地

下金融”，主要是因为法律对此设有许多限制，没有提供足够的规范和保护，也不以契约

自由原则对此类商事行为加以保护。此外，民间金融通常与高利贷、金融诈骗、非法集

资等负面新闻纠结在一起，因此常给人以具有破坏性的印象。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

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
同档次贷款利率( 不含浮动) 的 4 倍。瑓瑤 最高人民法院 1991 年 7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

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

倍( 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没有法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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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间金融有被刑法化的趋势。由于刑法没有严格区分非法吸收存款和合法民间融资的区别，一些民间融资

活动被定性为“非法集资”。这个定性的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于 1998 年 7 月 13 日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

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的第 221
条、第 225 条、第 230 条和第 231 条以及《刑法修正案( 七) 》对《刑法》第 225 条第 3 项增加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

付结算业务行为”。



司法解释对此处提及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应该如何确定加以明确，瑓瑥也没有规定该

利率可否参照借款人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特别是，央行 2004 年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

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 2004) 251 号］规定，自 2004 年 10 月 29 日开始，金融机构

贷款利率( 城乡信用社除外) 不再设定上限。这个规定事实上已经使得最高院要求的以

“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为参照系确定高利贷的做法失去了可操作性。此外，这些规定基

本上是以商事法或合同法调控为主。这两个规定透露的基本信息是，民间融资并非全

然无效。法院认定的是高利贷违法，不会保护债权人的一部分利息收益。
法院对民间借贷合同被认定无效之后的本金利息处理也不尽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

答》［法复( 1996) 2 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预期不归还借款的

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 1996) 15 号］，一旦企业间借贷合同被判无效之后，除本金

可以返还外，对贷款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将予收缴，对借款方则处以相当于银

行贷款利息的罚款。不过有些地方法院不再对利息予以收缴，而是要求借款方支付利息。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几类金融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对企业之间的非法

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除返还本金外，还应支付占用该款期间的利息，但利息全部按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时，对出借方已取得的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部分的款项，应冲抵本金或未付的利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金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讨

论纪要》提出:“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合法债权关系，受法律保护”。实体处理是可

判令债务人归还本金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至于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的范围，应

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具体根据个案情况裁量。但这些变通的做法又忽视了民

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
民间借贷体系的崩溃和一波小规模的破产潮动摇了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是中

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虽然私营企业的个体规模或经济意义较小，但他们的确生产了

60%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吸收了 80%的就业。因此拯救私营企业，使之免于崩溃对中

国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成因

企业债券和信用债务等影子银行系统融资的大幅上升，已经大大减弱了政府的宏

观经济政策、央行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的有效性。监管机构尝试限制官方银行的借贷，

以及控制前述各种融资平台的规模，防止它们绕过银行系统的借贷监管。中国影子银

行体系的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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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银行的贷款品种对于贷款用途有严格规定，类别也相应确定，因此民间借贷很难和银行贷款类别相对应。这个规定

过于陈旧，现在银行业普遍都用“同期、同档次”的说法，这样也更有参考意义。



( 一) 中国“投资导向型”的经济结构

中国的影子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病态“症状”。这个结果产生于地下金

融的高速增长、国有银行中缺乏监管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借贷以及此种信贷的飞速增长。
此外，影子贷款泛滥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上

市公司所占有的优势或主导地位。瑓瑦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有部门的大

量投资推动的，由此导致了人为的低利率。中国的银行信贷通过发放捆绑式储蓄存款

的方式进行，贷款利率几乎不高于通胀率，瑓瑧大型国有企业更经常被认为是违约风险小

的优质借款人。国有部门严重依赖从国有银行中获得廉价贷款的特权。与之相反，创

造中国 60%的 GDP 的中小型企业，仅仅只享有 30% 的融资份额，它们是宏观经济下行

这一背景下的首要受害者。瑓瑨

市场主导地位帮助国有企业或者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而

没有受到优待的借款人只能依靠非正式的贷款市场获得较高利率的融资，甚至在非正

式的贷款市场中，银行也常常对私营借贷者采用更加严格的标准———他们被要求用个

人财产提供保证或者用不成比例的土地和设备来做抵押。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中，

借款者必须把他所获得的一半贷款以较低的存款利率重新存入该银行。瑓瑩 此外，借款人

在准备相关文件和提交审批流程中，还付出了大量的交易成本。由此，借款人最后承受

了比严格监管的贷款利率高 7% 或者 8% 的利率。这类借款事例进一步挤压了私营企

业的生存空间，瑔瑠却加强了国有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
( 二) 国有企业涉足影子银行业务

据报道，90%的影子贷款人为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

能力规避严格的监管要求。大型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石化、中国铁路集团、
中粮集团和扬子江造船控股集团等，都在利用它们充足的现金流直接贷款给其他公

司。瑔瑡 这些国有企业常常有多种金融工具，例如贷款公司或者信托公司等。中国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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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中国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可以由中国大型国企的收益得到印证。中石油或中国移动在过去十年间

的获利翻了十倍，是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两倍。See“China’s Leadership -Appearance and Ｒeality”，Financial Times，16
November，2012 ( online) ． 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拥有优势地位的同时，民企通过营销和技术革新增加它们在市场上的

份额。Millward Brown 研究表明，私企的品牌价值比国企的品牌价值增加得更快。在 50 个大陆品牌中，非国企品牌

的市场份额增长了 27%。这个计算是基于 35000 个大陆消费者、金融数据和市场信息统计而得的。Celine Sun，

“Private Mainland Brands Accelerate Growth，Ｒeport Find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5 December，2012 ( online) ．
据估计，过去七年间 12 个月存款的真正回报率平均是负 0． 5%。存款人已经改变了存款行为，因为存款意味着损

失。Tom Holland，“Ｒeformers Aiming to Achieve Bank Liberalization by Stealth”，South China Morning Post，3 April，
2012，B8．
Henny Sender，“Monetary Tightening by China to be Felt across Globe”，Financial Times，7 January，2011，p． 20．
“Cutback on Lending Puts Chinese Businesses in a Bin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9 November，2011，p． 14．
大多数的私企或民企处于挣扎的境地。在某些行业，国企并不大。比如，在电信产业，腾讯的收益翻了 580 倍。参见

前引瑓瑦，Financial Times 文。
Brooke Masters，Henny Sender and Dan McCrum，“‘Shadow Banks’Move in amid Ｒegulatory Push”，Financial Times，9
September，2011，p． 15; 前引瑏瑧，Henny Sender 文，第 18 页。



2011 年 8 月宣布，它会成立一个贷款公司经营贷款业务，而这些贷款本身是它从官方银

行部门以 2． 2%的利率贷出的。香港联交所的备案披露，中国移动会给这个金融杠杆注

资 50 亿元人民币。中石化同样有许多的影子银行部门: 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一个信托

银行、一个商业银行以及一个内部融资部门。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也在华宝

信托拥有 98%的股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能够从影子银行业务中攫取巨大的利润。比

如，在新加坡上市的扬子江造船控股，其 2011 年第二季度盈利主要来自于非核心业

务———放贷。扬子江造船控股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表包括被多家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

注资的财富管理产品在内的近 100 亿资产，这占据了扬子江造船控股总资产的三分之

一。这些产品很大程度上是非流动性贷款，可接受支票和债券。从 2009 年的初期到

2011 年的第一季度，扬子江造船控股锁定了 10 亿元的税前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贷

款业务在短期内都是以财产或股份作为抵押品。这些投资能带来 10% 至 15% 的收入，

高于从银行存款中获得的真实利息收入。瑔瑢 正如《中国经济日报》报道的，从 2010 年到

2011 年 8 月底，64 个非金融上市公司总共借出了总量为 169 亿元的贷款，超过了这段时

期贷款总额的 38． 2%。事实上，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不是把现金存到银行，而是为了获

得更高的回报，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到影子银行。前述 64 个上市公司中有 35 个给出了

更高的利率，甚至高出标准银行利率所确定的 24． 5%的最高年利率。瑔瑣

( 三) 银行业务监管疏漏

银行业务分散化( 表现为向其他产业和领域扩展) 以及银行从业人员违背职业道德

等，都成为影子银行急剧增长的推手。中国金融业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

式。影子银行的跨行业性、经营业务的联动性和风险的传染性改变了银行主导模式下

金融监管的集中监管效果。商业银行深度参与投资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与结构性投资使

资产及其运作方式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规避监管以银行业为中心的监管网络成为

可能，也给分业监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中国的分业监管无法控制事实上的混业经营，

增大了监管成本和系统风险的滋生。

四、全球影子银行的监管态势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影子银行所衍生的金融工具突破了金融体系中机构和市场之

间的传统边界，使得以纵向分业、横向分割为框架的监管体系无法应对。瑔瑤 从技术层面

上来看，影子银行不在传统的银行货币体系、央行货币政策调控范围和银行监管部门监

管网络之内，并不受严格的资本及流动性规则管制，总体上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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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瑢

瑔瑣

瑔瑤

前引瑔瑡。
前引瑔瑡。
袁增霆:《中外影子银行体系的本质与监管》，载《中国金融》2011 年第 1 期。



例如，《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旨在推动更多的银行交易业务进入一个监管相

对弱化的环境。瑔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与跨国银行都构成了系统风险的来源。
在影子银行系统中，大多数交易是通过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表外的远期与掉期交易

完成的。信贷创造离岸资产以及通过资产负债表获得的结构性投资工具，都不会被国

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所采纳。因此，影子银行所引发的监管困境可能比想象中的更

加严重。传统银行通常扮演着影子银行衍生金融品的一级经纪人角色，传统银行的金

融创新和内生分化使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证券化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

构和传统银行发生紧密联系，既提供金融工具，又提供流动性支持; 既是交易者，又是信

用中介。这种复杂关系造成的后果是影子银行的失败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传统银行

遭受损失。尽管如此，关于资本充足率和其他改革的《巴塞尔协议 III》，并没有采取合

理的措施来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
2009 年，二十国集团委托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 带头进行全球银行改革。2010 年，

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首次提出加强监管影子银行体系，并赋予 FSB 和其他国际标准制

定机构实施规则的权力。FSB 被指派了一系列任务，其中包括防止 2008 年金融危机的

复发，扩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网络，例如针对投资银行和特殊金融工具，以及其与传统

银行之间的竞争。尽管 FSB 并不是强制授权的监管机构，但是它的决定是基于 G20 领

导的一致决议。从某种程度上讲，FSB 已经获得了与巴塞尔委员会在银行业监督中同

样的影响力，FSB 的许多会员也在巴塞尔委员会任职，这些决策可能在未来具有国际性

的影响力。FSB 主席、英国央行行长 Mark Carney( 前加拿大银行行长) 在接受《金融时

报》的采访时表示，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促使影子银行业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系统中

一个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一个击之即溃的威胁。FSB 于 2011 年推出了影子银行体系

的国际监管框架，对影子银行实行“类银行化”的监管方式，将采用一些类似于银行监管

的措施，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瑔瑦 例如，FSB 计划为非银行建立全球基金和流动性

标准，对这些资金征收类似于银行的可维持恒定净资产值，以满足更严格的资本与流动

性要求。新的监管规则还包括，如何解决资产证券化、短期贷款以及再抵押( 发生于托

管人或经纪人将他们本来持有的资产借给其他人的时候) 的问题。此外监管机构也会

做出一些指引，例如如何区分创新产品与普通金融产品。瑔瑧 最富争议的提案可能就是计

划设置最低的折扣，以便在以紧缩资产泡沫为目的的回购市场安全借贷。瑔瑨 鉴于影子银

行的规模以及其与一般银行系统的复杂联系，监管机构必须采取一些引导措施与规则

以解决可能在影子银行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可能通过影子银行来规避全球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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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前引瑏瑠，Gary Gorton and Andrew Metrick 文。
FSB 分别于 2011 年 4 月和 10 月推出两份关于影子银行监管的报告，即《影子银行: 问题的范围》和《影子银行: 加强

监督和监管》，试图对影子银行作出界定，并制定检测方法和监管措施。
Brooke Masters，“FSB Seeks to Tame Shadow Banking”，Financial Times，18 November，2012 ( online) ．
对于可以被再投资的证券借贷的抵押数额存在着一定的限制。



响，以期运用此种方式将系统风险最小化。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监管机制，这

使得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过多的超额贷款和资产价值起伏回落的现象可能在缺乏监

控的领域再次出现。此外，影子银行同样会在缺乏政府监管下受到银行挤兑的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经济周期性影响，例如遏制影子银

行对实体经济的压抑作用。FSB 试图在未来两年内彻底完成金融监管改革。

五、影子银行规制工具选择及其合理性考量

关于监管的路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金融服务法律关系的统合，对金融商

品、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及其行为进行统合规制，将监管延展到包括私募股权投资的各

类私募投资产品、民间集资、互联网借贷、场外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瑔瑩 这种路径沿袭了传

统的“大而全”的“跨业”金融治理模式。稳定性和全面性是这个路径可以预期的结果。
但是，这种路径可以预期的另一个结果是遏制了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创造力，特别是影

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和转移传统银行信用规模和信用风险的积极效应。另一种路径

更为“宏观”，组建专门针对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协作委员会，由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共同

委任专家组成协作委员会，按照功能监管模式设计监管职能部门，包括风险监测、信用

控制、产品统计、机构统计、违规惩处等部门，与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形成影子和实体“双

元结构”。瑖瑠 这个监管制度设计欠缺可操作性，因为设计思路是合业管理的路径。此外，

这一设计从监管层面实质上承认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合理性，但对形成影子银行的源头

没有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影子银行的“脱媒性”和表外性导致了信息失灵、代理失灵和监管失灵。由于投资

者的逐利性和“有限理性”，导致了对金融产品和信息的误读和误判，而金融产品的供应

方和购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对金融产品和服务信息的过度依赖或依赖不足。
矫正信息失灵需要包括增加信息披露的力度和范围在内的针对信息失灵的规制工具。
信息失灵是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监管失灵的一个主因。由于影子银行的“脱媒性”和表

外性，银行作为经济实体的代理问题就扩展到了非银行实体和非传统融资平台。银行

的代理问题由于金融监管和公司治理而得到适度矫治，但非银行实体和非传统融资平

台的代理问题不受金融治理和银行公司治理规则的限制，出现了“虚拟语境”中的代理

失灵。影子银行还带来明显的外部性问题。影子银行的交易扩大了系统性风险，给交

易外的主体造成了成本。银行的审慎监管和存款保险对影子银行风险不具有适用性和

可控性，造成市场运作或监管机制的失灵。这种外部性的本质是监管失灵，即监管机构

缺位或监管功能失效。由于这三个失灵制造与膨胀了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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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4 期。
前引瑏瑧，李建军、田光宁文。



免或减少影子银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三个失灵应该是影子银行治理路径和规制工

具选择的着眼点。
比较可行的监管路径是根据不同种类的影子银行，由同这类影子银行最密切的监

管部门进行针对性的监管。这个监管路径已经被国务院 2013 年第 107 号文所采纳。
在对影子银行进行规制时需要重点关注两类影子银行业务: 一种是在银行柜台就能提

供的高回报的资产管理产品，另一种是复杂的信托投资产品。此外，监管工具的选择可

以针对导致影子银行兴起的诸如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推动因素对症下药，去除产生影

子银行的叠加因素。
( 一) 渐进解决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监管不断增加的表外业务风险是监管机构的一项艰巨任务。但是在中国的背景

下，影子银行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让资金饥渴的私营部门能够债务融资，

也让贷款者能够赚取高于传统银行存款的利息。这些非正式的信贷市场给私营经济提

供融资，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瑖瑡 因此，现实情况是，对可能从传统银行流向影子银

行的资金，监管者采取了有所区别的宽松立场，监管机构采取的监管策略似乎只集中在

审查银行分支机构出售的第三方产品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要求银行披露更多的

资产负债表以外的项目信息。政府没有采取雷霆手段，而是渐进引导，以此凸显影子银

行体系的正面效应。
之所以要渐进式解决资产负债表外业务问题，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表外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庞大，如果对表外业务的治理过于强调速度和力度，

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银监会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签发的《关于银行业金融

机构代销业务风险排查的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对本行代理

销售的第三方产品( 主要是信托、保险和投资基金) 的业务流程进行全面风险排查，包括

是否建立对被代理机构的审慎尽职调查和全行统一的内部审批制度及流程、是否建立

持续性跟踪评价机制、是否对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的被代理机构建立退出机制等。该

通知还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及分支网点，应在 30 日内向对口监管部门报送自

查报告和代销产品清单明细，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在此基础上，通过明察暗访的形式

抽查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并于抽查工作结束后的 30 日内向银监会提交抽查报

告。这种监管方法既符合监管部门对理财产品的宽容态度，也具有解决信息失灵和监

管失灵问题的针对性。在监管者眼中，理财产品提供了另类投资的机会并将信贷引入

有需求的行业中。
其次，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培养尚需时日。大众投资者并无太强的风险意识，不了解

资本市场的本质在于“风险定价”，坚信所谓的“刚性兑付”。国务院于 2014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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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投资者教育，引

导投资者培育理性投资理念，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提高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由

于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过激地解决表外业务，势必会对投资者根深蒂固

的“刚性兑付”观念造成冲击，影响社会稳定。监管者有限度地在小范围内允许违约事

件的发生，并逐步扩大违约范围是比较合理的治理工具。至于这种监管方式应持续多

久并在多大范围内进行，也应从表外业务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违约事件对社会稳定的

影响两方面进行评估。
解决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途径是去除影子银行产品或服务与传统银行业务的相互关

联性和彼此渗透性。银监会 2014 年 7 月 11 日发布《关于完善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

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的“风险隔离”条款就是切断风险关联性的规制设计: 银行

理财业务与信贷业务分离; 银行自营业务与代客业务分离; 银行理财产品与银行代销的

第三方机构理财产品相分离; 银行理财产品之间分离; 银行理财业务操作与银行其他业

务操作分离。如果这些风险隔离要求落实到位，理财产品的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得到有

效控制。
( 二) 适度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应当受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讨论归结点在于政府在市

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政府和法院的思维定式是“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

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这个政策取向的考量是“企业间的借贷活动，不仅不能繁

荣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

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

认定无效”。瑖瑢

民间借贷是否涉嫌参与金融业务，继而扰乱金融秩序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银行活

动的核心是吸收公众存款，因为只有存款业务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民间借贷在大多

数情况下只是闲散资金流动，不构成狭义的“经营金融业务”，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受到类

似于银行业务的金融监管。部分影子银行业务不具有商业银行的信贷、信用和货币创

造功能，只涉及存量货币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变动。尽管这些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并在

某种情况下该风险也可能蔓延和扩展，但是适用于商业银行的监管不能不加区分地完

全适用于影子银行。对影子银行进行全方位监管的治理路径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经济

管制印记，出发点是政府主导和行政许可。
以维护金融秩序或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影子银行实行全面监管，反映了以保护商

业银行既得利益为主轴，维护金融业的国家垄断地位，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对银行和其他

市场主体实行差别待遇的思路。然而，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和经济秩序治理对私人商业

活动仅仅具有指导意义，不能全然否定后者的合法性和自治性。事实上，一定数量和规

071

中国法学 2014 年第 4 期

瑖瑢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 银条法［1998］13 号，1998 年 3 月 16 日) 。



模的银行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影子银行) 的兴起能够繁荣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另

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带来的危害迫使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借贷系统来提供更多的贷款，

从而创造出能管制的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例如，中国政府开始通过限制地方政府获

取金融资源的方式来管控影子银行。瑖瑣 为了应对最近低迷的经济局势，中国人民银行开

始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小银行适用 16． 5% 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大银行适用

20%的存款准备金率。瑖瑤 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小银行在向脆弱的中小企业

贷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瑖瑥 降低私营企业从正规银行系统获得融资的成本可以减少

形成影子银行的动因，客观上减少影子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这可以是监管者开

发监管工具的思路。
( 三) 培育并健全公司债券市场

培育一个有活力的公司债券市场对于避免银行系统性风险来说至关重要。这样，

私人资金能够在未来几年投资到新兴战略行业。其他的政策选择还有: 将私人长期储

蓄、共有基金、养老金市场和标准统一的证券市场的功能合理化。尽管中国政府有计划

地遏制影子银行和投机资金，但据估计，债券销售额已经创历史新高，达到两万亿。瑖瑦 相

比将钱投到私人市场的信托公司，短期债券市场的投资回报更有吸引力。与影子银行

相比，债券市场可以带来更高的透明度，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信息失灵问题。政府努力

加强证券融资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发行成本，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针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债，允许一些省市发行地方债券是一种可行的救济手段。地

方政府债券也称为“市政债券”。凡属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称为“地方债”。它是作为

地方政府筹措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发行的，其收入例如地方政府预算，由地方政府安

排调度。地方政府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等设施的建设，一般也以当地政

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我国的地方债券是相对于国债而言的，以地方政

府作为发行主体。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之前，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资金修路建桥而发行过

地方债券，在 1993 年被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 28 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和

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11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上

海、浙江、广东和深圳首批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试点发行的政府债券为记账式

固定利率附息债券，采用单一利率发债定价机制确定债券发行利率。经国务院批准，

2014 年京广沪等 10 省区市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瑖瑧 地方债的发行也会改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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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瑏瑦，Simon Ｒabinovitch 文。
存款准备金率的最近一次调整是 2012 年 5 月 18 日。调整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是 20% ，中小型金融机

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是 16． 5%。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是为了稳定经济、补充流动性。
Kwong Man-ki，“PBOC Sets Loan Ｒeserve Ｒatios for Small Banks”，3 November，2012 ( online) ．
Bloomberg，“Wen’s Curbs on Shadow Banking to Boost Bond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 February，2012，B3． 报道

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非金融机构销售的债券总额在 2011 年达到了 1． 37 千亿。
财政部《2014 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



方政府的债务结构，地方政府可能减少直接从银行的举债，而投向公开的债券市场。
2012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发行 401 个债券而筹集了 47 亿之多的人民币资金。瑖瑨

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指定的监管银行间债券、货币和黄金市场的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不得已中止了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发行申请。瑖瑩 地方政府发行债

券，银行可能是最终的买家，一些资金充裕的国有企业也可能是潜在的买家。如果银行

是买家，结果是风险还是由银行承担。
监管部门需要考量依赖债券市场作为治理方式的有效性问题。首先，遏制地方债

的道德风险，将政府担保或隐形担保的债务体现在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是比较有

效果的财政机制，有助于识别真实的金融风险。其次，财政机制也要立法化，即以法律

形式规定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和资金用途，聚焦于资本性项目而非经常性项目。其中，

立法需要明确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债不承担责任，这样就可以在市场上建立政府不救市

托底的预期，打破债券市场对隐形担保的预期，使得地方债市场的定价能够比较准确地

反映地方债务的风险。再者，还需要引进“守门人”，比如信用评级机构，对地方债提供

可信的评级。此外，中央审计部门也需要负责对地方政府公布的财政收支、资产负债表

的偿债能力数据进行真实性的审核。最后，中央政府也应该考虑对地方下放一些自主

的税权，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公式。构建地方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也是完善依法行政和

依法治国的过程。在提高财政与政府施政的透明度的同时，可以有利于民众对地方财

政的参与，并发挥地方人大在预算过程的监督作用。解决地方债问题需要改变直接投

资的思路，通过证券化形式引入民间资本，在政府监管下实现以远期现金流填补现实融

资压力。扩大民间投资渠道可以疏导民间资本流动，压抑影子银行的趋利功能。
( 四) 构建包容民间资金的金融体系

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内的融资环境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商业活动将更少地依赖银

行贷款，更多地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这个转变所提供的监管路径是向民间资金开放

正规金融体系，使得民间资本“正规化”或“合法化”，以便使得这部分资金接受金融监

管的治理约束。因此，这个路径也就是对影子银行“去影子化”。但是，对影子银行或民

间融资活动进行监管又变相地干预了一些没有危害性的商事活动，国家公权力和司法

权可能会不当介入。因此，对此类融资活动的监管应当有限度，而不是过度监管，增加

交易方的交易成本。比如，通过许可或市场准入的方式进行监管不是有效率的监管选

项。相反，在利率上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或者建立一定的浮动规则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规制方式。另外，合同救济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仍然应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得到保护。
此外，对影子银行监管可以依赖市场和自律，通过“市场守门人”等社会中介进行，尊重

意思自治，鼓励金融创新也是改进监管的方式。基于买方信用的供应链融资模式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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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Cai，“Beijing Curbs Bond Issues on Default Fear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7 November，2012 ( online) ．
前引瑖瑨 Jane Cai 文。



行的方式: 应收账款是可以让企业获得融资的资源，而小微企业可以利用赊销手段，把

产品和服务销售出去。
构建包容的民间金融体系所要坚持的是“负面清单”治理模式，只要不触碰政策和

禁止性法律的红线，不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金融现象与行

为并不需要强力监管。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

办发〔2014〕17 号) 第 34 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要按照监管规则和要求，切实担负起对

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监管责任，层层落实突发金

融风险事件处置的组织职责，制定完善风险应对预案，守住底线。”构建包容民间金融体

系的终极目的是利用市场力量解决外部性问题，将原来监管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转换为

市场内部性问题，避免监管机构的责任缺失。
( 五) 有效处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将重心从大型国有企业转移到面临更大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身

上。如果将工资单上少于 2000 人的企业定义为中小型企业，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

激增到了六千万。中国税收收入的一半以及 60%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由这些企业创造

的。瑘瑠 然而，中小型企业却在竞争激烈且有破坏性的经济中挣扎，得不到国有银行的融

资支持。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是 3． 7 年，远远低于美

国的 8． 2 年。由于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借贷给国有企业，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创业之

初和扩张之时总会面临严重的融资问题。如果金融政策能向中小企业倾斜，不仅可以

改善竞争环境，而且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以适用 5%不良贷款率。这些试验性的措施有效地

将地下借贷市场合法化，让它变得更加透明公开。通过将影子银行合法化，更多的市场

力量可以被引入到我国的金融领域。这样，为了和其他的借贷机构竞争存款，国有银行

不得不改变它们的借贷业务———国有银行需要牺牲掉效率不高但关系很好的国有企业

客户，以市场为导向收取贷款利息，将钱贷给更多民间机构，进而有利于平衡我国的经

济增长。
我国的商业银行从 2013 年起适用更加严格的世界银行资金准则( 美国要推迟实

施) ，也就是“巴塞尔协议 III”。根据 2012 年 6 月 8 日刚刚通过的《商业银行资金规则》
( 试验版) ，我国银行将积极制定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 III”。这些措施包括: 取得更好

的贷款质量、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支持和在计算银行资金比率的时候降低额外给

中小型企业的那部分贷款的风险。瑘瑡 然而，实施这些对中小型企业宽松的规则就和“巴

塞尔协议 III”的原则直接相冲突。该协议认为，银行要想增加资金就必须让一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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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y Chan，“Bankers Call for SME Funding Ｒefor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3 April，2013 ( online) ．
Simon Ｒabinovitch，“Beijing Puts Back Date for Enforcing Basel III”，Financial Times，7 June，2012，available at http: / /
www． ftchinese． com /story /001044938 /en /? print = y，2014-4-28．



贷款达到大约平均 30% 的水平，但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风险过高，要停止向它们贷

款。瑘瑢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加剧，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应对此种风险，

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私人投资者优先政策。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没有更大的融资

能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民间力量被视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拓

展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随后 17 个部委颁布部门规章，向民间投

资者开放银行、能源、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而在以前国家是严格限制民间投资者进

入这些领域的。
减少国有企业在金融领域的特殊优势地位可以加速形成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格

局，加速市场机制的形成。面对失控的债务危机，监管部门应该对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

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瑘瑣 政府动用 50 亿元应急资金帮助温州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就是

这种思路的具体化。瑘瑤 浙江省已经采取实质性举措来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限制，鼓励

向资金紧缺的小公司贷款，从而帮助他们在更健康的金融系统里正常运转。
( 六) 鼓励地方性“治疗”措施和试验

影子银行的多元化形态决定了统一的规范化、正规化和合法化规制路径不是最优

选项。比如，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民间金融具有惩罚和保护的双重功能，这种复杂性决定

了刑法治理路径会遏制金融创新和金融交易自治。影子银行的多样性和风险的差异性

要求和激发更为活跃的法域竞争和地方性试验。
地方性试验的核心应该强调制度优化，引入更多市场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变

过度依赖禁止、限制、打击等命令控制型法律治理模式。瑘瑥 地方性试验具有很强的地方

性特点，更加具有针对性。市场化机制特别需要考虑民间金融交易的信息约束条件，引

入激励性规制手段，在市场准入、税收减免、信息保护等方面构建差异化、多样性的规制

机制。这种地方性试验也有利于促进金融自由化，形成“溢出”效应，尽可能为区外影

子银行的治理提供借鉴经验。
温州率先建设金融特区，探寻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具体路径。2013 年 11 月 22 日，浙

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

例》( 以下简称《条例》) ，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地方性法规。《条例》首次通

过立法确认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可以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进行定向债务融资，

民间金融管理企业可以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定向集合资金。《条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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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说，大多数中国银行已经超过了《巴塞尔协议 III》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协议 III》规定，系统性重要的

银行资本充足率需要达到 11． 5% ，而其它银行是 10． 5%。Kwong Man-ki，“Capital Ｒules Put Pressure on Bank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4 November，2012 ( online) ．
Simon Ｒabinovitch，“Chinese Banks Face Scrutiny Over Profits”，Financial Times，31 October，2012 ( online) ．
2011 年 10 月 4 日，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调研的时候就曾强烈呼吁要对困难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前引瑒瑧，Jane Cai 文。
岳彩申:《民间借贷的激励性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0 期。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条例》的粗线条规定，实际适用效果尚有待检验。
温州金融实验可能采取的其他政策选项还可以包括鼓励当地企业家创办小型金融

公司来缓和资金压力; 买入当地银行或是投资像私人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企业; 瑘瑦将民

间资本通过正规的小型信贷公司注入当地企业，以遏制大量的不良贷款; 尝试让个人直

接以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提供更简便的银行贷款; 通过设定温州当地的私人借贷利率

的上限来打压高利贷等。建立金融交易平台，引进一批中介机构入驻，提供民间借贷登

记、合约公证、资产评估登记等服务的举措是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弥补信息、
代理和监管失灵的试验性安排。

温州的实验将帮助中国快速地将私人借贷合法化。这些措施有些类似欧盟现在采

取的措施: 包括瑞士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内的一些欧盟银行都在探讨银行怎样将

特别贷款贷给公司。考虑到欧盟的银行快速减债的可能性，银行也只能扮演中介机构。
换言之，这些银行将为资金提供惠及中小企业贷款产品的帮助，同时提供信用评估并收

取最高达到 3%的费用。然后，为了在希望低融资代价的借方公司和希望高回报的贷方

基金之间达成妥协，贷款基金会向中小企业提供一种合成产品。这种产品是优先债务

和高价位的夹层贷款的结合体。瑘瑧

结 语

起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型和流动性的金融系统得到了

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金融业的面貌。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里，影子银行引领市

场走向成熟，提高了信用和资产流动性，是正规银行业的重要补充。但是，由于缺少来

自央行的流动资金和公共信用担保，影子银行比正规银行更加脆弱。和西方国家的影

子银行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于相对比较简单的形式，尚未嵌入

到长长的金融中介链条中去。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依赖的是私人集资。由于这个集资网

络与大范围和复杂型的证券化和担保资金技术隔绝，针对影子银行的调整措施相比较

更高级的金融市场来说反而更简单一些。但是在中国的国情下，影子银行系统的简单

化也带来了另一层面的复杂性———由于集资的来源是普通居民，所以对影子银行的规

制调控势必会影响到大量的私人出资者。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影子银行不提供额

外利率较低的贷款给家庭和公司，而是提供利率更高的贷款。考虑到私人企业急需投

资资金，我国的影子银行成熟度和信用的变化也会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

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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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的深度金融创新、无限的信贷扩张、缺陷性的信息披露、高杠杆操作、业务

界限突破和规避金融监管的众多与传统银行业不同的属性必然并且已经给金融体系带

来了负面影响，但是它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影子银行这些属性对金融结构、市场机

理和制度规范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和更高层次的要求。在中国的国情下采取监管调整的

举措需要更周全的考虑。首先，私营企业融资很难完全脱离影子银行。考虑到私人企

业在我国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对影子银行有序规

范化，而不应完全遏制其发展。其次，由于社会稳定是中国监管语境中的重要问题，所

以监管部门不能采取过于严格的监管举措而迫使私人投资者破产。因此，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可行的，诸如在担保物和政府担保的存款保险上制定严格的指导原则等规制措

施在中国可能并不可行。瑘瑨 由于影子银行具有系统性风险，会传输到传统银行，对影子

银行的规制是必要的。
金融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监管体系。影子银行的发展规律、属性、风险需要

有针对性的治理和规制方案，而影子银行的复杂性也需要差别化的监管标准和规制工

具。除了具有概括性和预测性的法律之外，可以按照影子银行具体类型、功能和风险的

不同实行更审慎的功能监管。国务院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情况的报告》就指出:“对一些跨市场、交叉性的新产品、新业务要通

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按‘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及时予以监管，防止监管空白和监管套

利。”在坚持功能监管模式的同时，监管部门的规制重心是将影子银行的表外业务表内

化。瑘瑩 我国目前的“行业分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决定了银行监管部门发布规定的有效性

取决于避免系统性风险从银行向保险公司和经纪人的转移，这就需要银行、保险和证券

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应把对影子银行的调控和金融业改革结合起来，

构建网状金融监管体系，削弱银行在融资渠道中的主导地位，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

构重组，瑝瑠将利率自由化和开放证券等资本市场纳入有选择性的中期改革规划，最终重

塑中国金融市场和监管形态。法院在进行金融司法审判时，可以适度控制裁判民间融

资活动的刑事法边界; 瑝瑡有步骤地调整和修改遏制和惩戒民间金融活动的司法解释; 在

严守法教义学适用法条解决金融纠纷时，克制和有所选择地推进行政部门制定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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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瑏瑠，Gary Gorton and Andrew Metrick 文。
银监会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下发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合理控

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

的 35% 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 4% 之间孰低者为上限。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减少和收

缩理财产品可投资的资产范围以限制影子银行涉足于这些投资领域，同时牵制银行假借理财产品的名义挪动表外

信贷。该规定可以限制未来资金进入影子银行系统，并迫使表外资金投入低风险的投资，从而减缓影子银行的增

长。超过这个限制的银行可能不得不出售这些资产，或将这些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或以理财产品为基础发行更多

的流动资产。
国务院 2013 年《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张东平、张宁:《民间融资的立法规制梯度及刑事法边界———以类型化的融资风险等级划分为依托》，载《政治与法

律》2014 年第 4 期。



政策; 瑝瑢对民间金融活动逐步采取鼓励性的司法取向。对立法机关而言，对包括《证券

法》在内的重要金融法进行适度修改并且制定和通过《期货法》等金融法是对快速发展

和转型的金融市场进行的针对性回应，可以事先规范金融活动，并抑制金融市场和交易

的系统性风险。同时，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可以进行有效的立法创新，面向地方性

问题进行立法规制，激发地方金融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是极具价值的地方性立法试验，对调节温州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深化温州金

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改革具有事前安排性质的治理设计。有效的地方性立法和司法试验

会起到信号和示范作用，进而优化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和规制体系。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bank，shadow banking has the features of
disintermediation and off-balance sheet． The typical forms of shadow banking in China
includes peer-to-peer lender，finance products，informal finance etc． Even 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in forms，they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increase in size，and system
risks being more obvious day by day． The main reasons for existence of shadow banking in our
country are as follows: Chinese economy system of“investment orientation”; state-owned
business stepping into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weakening management for banking
practice; the limitation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path． There are two way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of shadow ban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vising Basel Agreement and finance
governance reform promoted by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When we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features of disintermediation and off-
balance sheet，aiming at information failure，agency failure and supervision failure，and
adopt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olving the business problems outside balance sheet step by
step; recognizing legality of private lending in moderate degree; cultivating and perfecting
corporate bond market; construct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ch tolerates private flow;

disposing bad loans of middle and small-sized enterprises effectively; encouraging local
therapeutic measures and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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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瑢 最高人民法院 2008 年《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

2009 年《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当前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