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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营银行这块诱人的金字招牌，民营资本自然不想错失，申办民营银行的民企蜂拥

而入，仿佛“银行梦” 已触手可及。 然而，从梦想到现实，民营银行“最后一公里” 有多难行？ 证券

时报记者日前实地走访温州，采访了当地政府部门、金融专家和正在筹办民营银行的企业家们，

试图探究这一地区民企筹办银行所遇到的困难及其成因。

一对156岁老搭档

的民营银行梦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金十条” 的出台，再度激发了民

众的银行梦，这其中就包括 68 岁杨嘉

兴和 88 岁的蔡兆

清， 两位老人加起

来 156 岁。 较一些

上市公司空荡的进

军银行宣言， 两位

老人的经历和想

法， 让人觉得他们

的梦想更靠谱。

近日，在温州

市区一家不起眼

的茶座， 证券时

报记者见到了这

两位老人。 他们

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要年轻， 前者

白鬓重 新染 黑 ，

后者银发一丝不

乱。 老当益壮的

两位老 搭档 ，正

在谋划着一次全新联手，筹办温州

市××银行。

“温州并不缺银行，缺的是为中

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而我对中小

企业的融资难有感受， 也有过办银行

的成功经验，能够把握住经营风险。 ”

对于为何一把年纪还办银行， 杨嘉兴

说出了他的初衷。

27 年前，杨嘉兴在温州经营着一

家街区工厂， 体会着中小企业主的无

奈与艰辛。 刚从央行温州支行退休的

蔡兆清给他出了主意，“借不到款就

自己搞” 。

两人一拍即合，几番周折后，杨嘉

兴、蔡兆清等 8 位股东，创办的中国最

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

城市信用社， 于 1986 年 11 月 1 日正

式营业。

据介绍，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起

始资金为 31.8 万元， 但业务发展很

快， 开业头个月就有个人储蓄 4300

户 770 万元， 第二个月上升到 8000

多户……

开业后第一年， 温州鹿城城市信

用社累计吸收存款 8000 多万元，实现

利润 100 余万元。

如果不是 1995 年的 “收编” ，他

们相信现在温州最高的大楼， 一定是

他们出资修建的。 但是，在那场全国

城市信用社的整顿中， 他们的城市

信用社被重组改制， 成为了当时温

州市政府筹建温州银行的基石。 不

愿替别人打工的杨嘉兴和蔡兆清，

自此离开了金融领域。

然而， 他们对民营银行却一直

怀有情结。 新旧 36 条文件的出台、

温州金改的启动， 两位老人都曾试

图东山再起，但终未如愿。 金十条的

出台后，他们梦想又起。 这一次，他

们准备筹资 5 亿元， 创办一家温州

市××银行。

目前， 他们确定或正在联系的股

东包括几家温州本地知名企业， 以及

几个在外温州商会。 不久前的达沃斯

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用“大树和小草”

的比喻来形容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杨

嘉兴对此印象深刻：“这一次，我们筹

建的规模做小一点， 就做总理说的那

棵小草。按照规模是资本金的 1~5 倍，

可以做到 25 个亿元……”

最近，他们还在考虑组建后，怎么

经营， 怎样兜底抗风险。 两位老人坦

承， 虽然监管层对民营银行打开了一

个缝，但风险自担的设立前提，是此轮

民资申办牌照的一道坎。 鉴于国内存

款保险制度的缺失，他们另辟蹊径，主

动与国外保险机构对接， 探寻合作的

可能。

虽然希望重燃， 但对于能否如

愿，两位老人心里没底，这种不确定

性， 源自筹办银行过程中的不同遭

遇。 1986 年，他们向温州市鹿城区政

府申请开办“银行” ，得到了区政府

主要领导的支持，然而却被银行监管

部门断然拒绝。 迫不得已，他们找到

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得

到他的支持后，才得以顺利开业。 较

27 年前而言，他们觉得现在的改革反

而缺少魄力。

其实，与两位老人一样，很多温商

心中都有银行梦。在他们眼里，民营银

行的玻璃门看得见，但进不去，而现在

终于要打开了。

民营银行概念火热

跟风炒作需要警惕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今年的 A 股市场热点不断，手游

热尚未谢幕，民营银行概念一时大热，

如此盛况似乎不太正常。 一些虚实难

辨、前途未卜的投资计划，正在拷问现

有的信披规则。

据不完全统计， 自苏宁云商宣布

涉足民营银行以来，目前 A 股市场约

有 30 家上市公司涉足民营银行概念。

在众多上市公司宣布申请民营银行的

同时， 还不乏在国家工商总局进行公

司名称预先核准的急先锋。

设立民营银行，被视为是金改实

质性突破的标志，有所计划的上市公

司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看起来理所当

然。 不过，从目前国内金改的现状及

部分公司公告前后的二级市场表现

来看，有些投资计划值得怀疑。 以一

家广东籍上市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宣

布筹建民营银行计划后，高层却开始

在高点套现。

上市公司披露有关市场热点的投

资事项，往往会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

“金十条”释放了改革信号，此时需要

一些企业挺身而出， 但也要警惕一些

上市公司浑水摸鱼。

且不说此次金融改革何时才能真

正深入，即便启动了改革试点，成功者

也是百里挑一， 所以上市公司类似的

淘金计划实际上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

性。同时，当下对于擅长运作的资本高

手来说， 也无疑是一次施展手法的好

时机。 所以， 对于那些跟风的投资计

划，投资者应该警惕。

实际上，这种跟风式投资曾在文

化传媒、网络手游板块的疯狂时上演

过， 此类现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市

场关注度高、投资小、不确定性大等。

今年网游概念股受到市场追捧，

于是一些上市公司便纷纷跨行涌

入。 但让人意外的是，有些上市公司

的投资额少得可怜， 比如一家广东

籍上市公司设立网游公司， 就只投

资了 500 万元，尽管如此，资本市场

却以 5 个涨停板相迎。 用 500 万元

投资转眼间换来 8 亿元市值增长，

如此“短平快” 的投资计划颇让人

咋舌。

从现有信披规则来说， 上述袖珍

式投资计划是否需要披露有待商榷。

如果从投资金额来看， 显然没有达到

规定的要求。 但如果投资标的属于轻

资产性公司，“钱景” 主要受制于团

队，却又应另当别论。

总而言之， 民营银行题材的投资

为炒作提供了空间。投资者如何辨别，

需要一双慧眼。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探访温州:民营银行“最后一公里” 有多难行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千呼万唤之下， 民营银行成立的

脚步越来越近。今年

7

月以来，中国政

府已至少四次明确表示将探索设立民

资发起的自担风险民营银行， 不断释

放的改革信号再次点燃了民企的 “银

行梦”。

无章可循难倒地方官民

在民资活跃的温州， 正在为银行

牌照奔波的温商大有人在。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对记者称：“温商对办银行有一个情

结，新旧

36

条的出台、温州金改的启

动，都有温商在忙着筹建银行，但最终

无一成功。这一次‘金十条’出台，大家

的心又热起来了。就个人了解，目前温

州约有

10

个团体正在筹划申办民营

银行。 ”

在探索设立民营银行的路上，温

州曾做过多次尝试。 上世纪

80

年代，

温商创办了全国首家私人股份制“民

间银行”。 在过去十年，温商又先后递

交了筹建建华银行、华侨银行等申报

材料， 但最终都未如愿。 周德文说：

“目前，企业家们积极性挺高，但忙一

阵子下来， 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像猜谜一样。 ”

正如上述周德文所言， 虽说民企

的银行梦再起，但却受困于没有细则。

其中， 温州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就对

记者称，“搞民营银行， 我们确实有想

法，但问题是现在细则没出台，怎么搞

我们不知道。 像民营企业是直接发起

设立的，不同于设立村镇银行”。

实际上， 难倒的不仅是意向申办

方，也包括地方金融机构。在浙江省银

监局，因为没有具体细则，申报流程怎

么走，向谁递交申请材料，该局尚未作

出任何安排。

尽管无章可循， 但为了赶上民营

银行头班车，温州方面已在积极准备。

他们的做法是海选， 即由温州金融办

牵头， 联合央行温州支行和温州工信

委，按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

事项实施办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

规定》， 依据设立村镇银行的标准，为

满足条件的企业建立一个项目库。 对

于为何如此准备，他们的说法是“等细

则，先准备”。

“目前，入选项目库的企业有几十

家，在民营银行申办中，这些备选企业

机会均等，信息共享。 ”温州金融办综

合处副处长刘逍告诉记者。 对于这些

入选项目库中的预备军， 温州金融办

目前处于保密阶段。 他们的苦衷是，

“万一媒体在报道时点出其中一两家

企业名称，那么其他企业就会有想法，

会以为地方政府有偏袒”。

“现在外界往往把视线聚焦在申

报材料有没有上报， 其实这一点用处

也没有，细则都还没出，谁知道按怎样

的标准筹办，递交材料能有什么用。所

以， 现在温州的做法只能是积极准

备。 ”刘逍如是说。

对于市场期待的细则， 国内知名

金融业专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

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却告诉记者，

从制度层面来说， 目前设立民营银行

不存在制度上的阻碍，说到底，民营银

行也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 的制

度也适应于民营银行。所以，银监会不

可能为设立民营银行还单独出台一份

管理条例。

风险兜底考验各方智慧

风险兜底， 是设立民营银行第二

个难题。记者采访显示，目前我国银行

体系的配套制度缺失， 正在影响着地

方官民对申办民营银行的态度。

“现在，大家都说办银行，而且还

希望尽快颁发牌照。 但是企业都以赚

钱为目的，万一出了风险，破产倒闭怎

么办？难道政府来埋单？” 对于目前民

营银行的申办潮， 温州市金融办副主

任于谦对记者如是说。

在金融业专家郭田勇看来， 目前

市场普遍对设立民营银行有几大担

忧，一是担心民营企业家不懂银行；二

是担心民营银行出现利益输送， 搞关

联交易； 三是担心民营资本没办好银

行卷钱外逃。但他认为，这些问题都可

以通过监管和内部治理予以解决，不

应该成为民资入场的障碍。

台湾银行业民营化的改

革， 被视为国内金融行业改

革的重要参考。 去年温州金

改启动之初， 温州市金融办

曾派出学习小组去台湾取

经。 虽然此行未能圆温商银

行梦，但他们进一步意识到，

设立民营银行需要配套制度

做保障。

上世纪

90

年代，台湾银

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革， 并于

1990

年正式受理民营银行

的申请。当时，台湾企业界进

入金融行业的意愿非常高，

一下子就涌上来

19

家申请

单位。 但台湾金融当局只砍

掉了

4

家， 第二年又批准了

1

家。 然

而，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让人们意

识到，台湾企业界对办银行过度乐观，

再加上台湾在开放民营银行过程中，

没有能够及时制订金融市场准入规则

和退出机制， 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金

融震荡。

台湾民营银行改革的教训， 对现

在内地呼声颇高的民营银行试点来

说，无疑是一个启示。 对比而言，目前

国内银行体系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

特别是迟迟没有落地的存款保险制

度， 被很多人视为是国内民企设立银

行的最大障碍。

华峰小贷公司高级顾问陈寿清对

记者称，如果搞民营银行，肯定是要先

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 从国内外

情况来看， 曾多次发生金融机构因为

经营不善遭挤兑，最终关门倒闭。万一

民营银行倒闭了， 难道要政府花纳税

人的钱埋单，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民企

办银行要谨慎，不能乱来。

“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那些

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都出事了， 难道中

国的民营银行就不会出事？ 在没有配

套机制的背景下谈设立民营银行，存

款人的利益如何保障？”在温州市金融

办看来，监管层关于风险兜底的说法，

在考验各方的智慧。

试点可期开闸难料

虽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

制度，但相关探索早就开始了。

1993

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

改革的决定》 就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

基金。 随后，

1997

年初的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和筹建全国性中小

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机构；央行《

2012

年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我国推出存款

保险制度的时机已基成熟；今年

9

月，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求是》杂志上表

示， 目前各项金融改革正在进一步深

化，同时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处置和银

行退出机制等也在酝酿中。

不难看出，从开始探索，到最近一

次高层表态，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

设已走过了

30

年，至于何时推出，依

旧没有时间表。 也就是说，如果决策

层把存款保险制度视为设立民营银

行的前提，那么该制度的制定可能涉

及银监会及保监会，情况复杂，时间难

以预料。

面对我国设立民营银行缺少配套

机制的尴尬，周德文则称，现有的民生

银行、 泰隆银行、 稠州银行等民营银

行， 也是在缺少配套制度的环境下生

存，而且还发展得很好。 所以，不应把

民营银行妖魔化。

据了解， 上世纪

80~90

年代，国

内城市信用社发展迅猛， 数量曾超过

5000

多家，其中就包括一些民资控制

的信用社。但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信用社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这

些信用社或重组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或

撤销关闭、或改制为农村信用联社。在当

时的整改中， 一些小城市的信用社却不

在整编范围内， 浙江台州的泰隆银行以

及义乌的稠州银行， 就是在城市信用社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银行。

“对于设立民营银行，两届政府两任

总理反复表态。 如果还要等到存款保险

制度实施后再谈民营银行， 那恐怕黄花

菜都凉了。 ”周德文对记者称，此次释放

改革的信号点燃了民企的银行梦， 但如

果因为配套措施不完善而搁浅， 势必会

打击民众对改革的期待。

实际上， 对于存款保险制度是否是

试点设立民营银行的前提， 外界还存在

不同的认识。同样是美国次贷危机，专家

和学者还给出了另一种解读： 美国次贷

危机时， 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最终还

是被政府的紧急融资所救活， 中国政府

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该救哪些银行、

又不救助哪些银行？

资料显示，在次贷危机时，美国联

邦存款保险公司曾陷入赤字危机。

2009

年

11

月，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称用

于保护美国储户存款的担保基金余额

第三季度缩水至负

82

亿美元。 不得已

之下， 美国政府紧急输血

450

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即便有存款保险制度做保

障，在金融危机面前，储户的存款也同

样有风险。

郭田勇对记者表示， 在国内金融行

业改革中，可以在试点的时候，同时推进

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二者不矛盾。预计今

年年底期间， 应该有

1~2

家民营银行的

牌照获批试点。 而银监会正式开闸接受

大批企业的申请， 只有在制度完善后才

有可能。 同时，他强调，银行牌照不是哪

家企业随便想拿就能拿到， 只可能是那

些极少数非常优秀的企业才能如愿。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如果只是设立

1~2

家，形式上看是突破了，但肯定不能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要想真正

推开民营银行，还得要靠制度做保障。所

以迫切需要尽快完善国内银行体系的配

套制度。

申办民营银行的各路资本蜂拥而至 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