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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浙江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许经勇
(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融资领域。金融危机往往率先在非正规的民间借贷领域爆发。相对于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借贷风险要大一些。因而，当货币政策宽松、国有银行向部分民营企业贷款时，为了把风险降

到最低限度，大多要求民营企业间建立互保联保制度。这种制度在货币政策宽松、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应当说是一种

较好的担保形式。但是，当货币政策趋紧、民间利率攀升、经济增长持续减缓时，就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不仅经营效

益差的企业垮了，经营效益好的企业也难以幸免。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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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全国民间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民间

借贷 市 场 规 模 达 到 1100 亿 元，约 有 89． 2% 的 家 庭、
59． 6% 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民

间借贷危机与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有很大的关系。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 年 5 月，温州新建商品住房价

格指数同比为 84． 9% ，二手房价格指数同比为 82． 9% ，

成为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有

关资料显示，目前温州房地产价格相对于高峰时普遍下

降 35% 以上，部分高档房下降 50%。当然，温州民间借

贷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可追溯到 2008 年为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全国性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在当

时信贷极其宽松的背景下，温州许多企业拥有充足的银

行资金，但是由于外需疲软，成本上升，依旧很不景气。
因此，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这笔钱很大部分被投入

房地产领域。2011 年温州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 680． 58
亿元，同比增长 151． 6%。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

后，银行信贷政策放宽，一部分民营企业相对容易从银

行获得贷款( 虽然其成本要比国有企业高得多) ，从而大

规模投资，发展生产。从买地、建厂、投产、产出到回收

成本，这个周期往往要经历 3 ～ 5 年，然而企业扩张周期

尚未完成，国家政策又突然转向，银行随之收紧银根，许

多企业续贷被取消，或者被大大压缩。这就必然导致企

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危机因此全面爆发。
首先，温州的债务危机，在金融链条上，表现为民间

借贷市场危机。民间借贷市场进入门槛最低，风险控制

意识淡薄，制度缺失，成为债务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其次，温州的债务危机表现在，信贷领域互保联保多米

诺骨牌倒下。互保联保是当前我国信贷领域通行的规

则。这种规则的局限性在于波及面很大，当某个行业、
某个地区资金链出问题时，因为此时银行即刻向借方停

贷、抽贷，导致互保联保圈内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最

终把尚能支撑的大企业也拖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

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2 年 5 月末，浙江省发生信贷风

险的企业中，有 60% 的企业是由于为其他企业担保代偿

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目前浙江省所有企业贷款中，有

40% 是通过互保联保形式贷款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温州曾经流行抱团取暖( 互保联保) 的经营模式，随着民

间借贷危机的爆发，这一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按照以往的惯例，少数有可能从银行贷到钱的民营

企业，也必须有 3 家或 3 家以上企业组成的担保联合体，

其中 1 家民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企业须承担

还款连带责任，即当某企业还不起银行贷款时，联保企

业必须承担还款连带责任。例如，温州市某电器企业发

生危机，波及为其提供担保的 5 家企业。银行在发生贷

款风险时，一贯采取“风险转移”措施来化解自身风险。
信贷危机发生后，各大银行不管贷款期限是否到期，竞

相采取相应措施，就是让担保企业先行偿还，即从提供

担保企业的银行账户上直接扣划所应偿还的银行借款。
通过互保联保措施，银行的风险化解了，但提供担保的

企业债务却有可能一夜之间骤然猛增，导致实业型企业

倒闭进一步加剧。以浙江省奥德康仪器仪表公司( 简称

奥德康) 为例，2011 年在温州、乐清引起轰动的三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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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奥德康正是当时为三旗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之

一，其总经理郑巨飞后来因为该公司偿付了浦发银行和

温州支行共计 685 万元的担保额度，迫使奥德康不得不

以 2000 万元的价格卖掉赖以生存的厂房，并偿还所欠

某国有银行温州分行 1500 万元债务以及其他社会上的

高利贷，使资金链越绷越紧，终于在 2011 年 9 月 2 日，郑

巨飞被乐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出现因联保制度引发的

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不少像奥德康这类企业，一方面

是本企业资金链高度绷紧，另一方面银行不再继续给予

贷款甚至提前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骤然断裂，丧失融

资能力和还贷能力，造成恶性循环。正是民营企业之间

庞大的联保互保网络蔓延，引发大面积资金链断裂。又

如，2012 年 8 月 5 日，浙江省诚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飞，之所以在办公楼坠楼身亡，是因该公司与温

州最大的眼镜业老板胡福林在浦江县的光伏企业互保

联保，后者还不上钱，产生连锁反应所导致的。
每年 7 月份，是银行还贷较为集中的时点。2012 年

7 月，因信贷互保联保引发的连环性信贷危机在杭州出

现了。杭州地区 600 家知名民营企业因此联名上书浙

江省政府求助，恳请省政府帮其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

而面临的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这意味着浙江省民营企

业界又再次发生新一波民间借贷危机。浙江省互保联

保网络风险触发点始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浙江天煜建

设有限公司下属的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

立案，该 公 司 全 部 账 户 和 房 产 陆 续 被 法 院 冻 结 查 封。
2012 年 1 月起，受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信用不良影响，为

其担保的多家企业开始被多家银行强制收贷。与天煜

建设有限公司相互担保的企业，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

蚱”，上百家企业受牵连，受到来自银行的抽贷、催贷压

力。2012 年 6 月 14 日，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中江被刑拘; 2012 年 3 月 28 日，浙江中科迈高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高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洪汉民“跑路”，

被浙江省安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涉嫌骗取银行贷

款”为由，立案调查，共涉及法人单位达 600 ～ 700 家，资

金数百亿元。目前，因互保联保引发的信用危机，正在

席卷浙江省内各银行，传统的互保联保风险控制手段，

催生着前所未有的信贷新危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行信贷政策放

宽，一部分民营企业相对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虽然其

成本要比国有企业高得多) ，从而大规模投资，发展生

产。从买地、建厂、投产、产出到回收成本，这个周期往

往要经历 3 ～ 5 年，然而，企业扩张周期尚未完成，国家

政策突然转向，银行随之收紧银根，许多企业续贷被取

消，或者被大大压缩。自从国家调控房地产以来，浙江

家具行业成为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当发现互保危机后，

部分银行即减少对家具行业几千万元贷款，随后又要求

企业先还清贷款，尔后再贷，但银行一收走贷款就不想

再贷了。应当这样看，互保联保是在经济宽松、信贷过

度宽松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信贷模式。这种模式同时绑

架了银行和企业。浙江家具行业深陷其中。在互保链

源头波及的大大小小公司中，包括嘉逸集团及其子公司

新洲家具、荣事实业、博洋家具、浙江晶瑞办公家具、麦

尚实业等在内的知名家具企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连

锁反应。自从嘉逸集团被银行收贷后，其旗下子公司新

洲家具的资金就开始吃紧，部分外贸出口业务的付款开

始出现逾期的苗头，包括建设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对新

洲家具收贷、停贷，并重点关注，跟踪调查。这是一波互

保圈连环性危机，涉及范围相当广泛。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在正常年景下的风险调控

系统，未必在高风险时代也能行之有效; 相反，还可能造

成更严重的破坏。一些本来还可以正常经营的企业，就

是因为互保联保而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问题在于政

府无权强制银行将企业还贷期限往后推。银行催贷、抽
贷是面对信用危机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以往的民间

借贷更多的是通过担保公司，但是这种平台也面临着越

来越大的挑战。在当前经济形势难言乐观的大环境下，

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超过一半的担保公司停业。其原

因有: 一是很多担保公司不愿意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

二是商业银行放贷更加谨慎，令担保贷款门槛随之提

高; 三是担保公司本身在金融体系中处于弱势和从属的

中介角色，对大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上面是银行，下面

是企业，无论哪一方的风险，都会影响担保公司的生存

与发展。村镇银行的建立面临重重难题。2012 年银监

会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

见》，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

同时承诺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

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实施意见将村镇银行主

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要求由 20% 降到 15% ，同时明确

村镇银行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后，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

按有关原则调整各自比例，发起行可以减持甚至全部退

出村镇银行。央行还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

制为村镇银行。尽管如此，温州金融改革已经超过 100
天，至今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可

见道路之坎坷。
当前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既是经济增速放缓

的结果，也是 2008 年信贷狂飙后的苦果。在完成四大

行改制上市后，中国银行业连续 10 年不良贷款和不良

贷款率双降。转折点是 2011 年年底，那时的银行业整

体不良贷款率不到 1% ，此后便出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在经济下行压力渐增的背景下，凡是民营经济较为活

跃、外贸依存度较高、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银行的不良

贷款率攀升就特别快。2012 年 5 月末，浙江全省的不良

贷款在年初基础上突然增加 181 亿元，不良贷款余额接

近 700 亿元。随之而来的是银行的停贷、抽贷，使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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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雪上加霜。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同样严重地威

胁着金融安全。浙江温州这个被人们视为中国经济晴

雨表的敏感地区，在经历连续 12 个月不良贷款上升之

后，深感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能

够独善其身。据统计，2012 年 2 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

贷款率为 1． 74% ，3 月末为 1． 99% ，4 月末为 2． 27% ，5
月末为 2． 43% ，6 月末为 2． 69%。2012 年 4 月末，温州

工、农、中、建等分行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

上升 7． 3 亿元、5． 4 亿元、7． 9 亿元、3． 4 亿元，不良贷款

率分别为 1． 94%、1． 38%、2． 19% 和 2． 278%。温州银监

局透露，截至 2012 年 6 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

贷款余额高达 181． 4 亿元，比年初增加 94． 47 亿元，不良

贷款率为 2． 69% ，比年初上升 1． 33 个百分点。不良贷

款率连续 12 个月持续上升，创近 10 年来新高。资料显

示，2011 年 6 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仅为 0． 37% ，

成为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级市。不到一年

时间，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跃居全国之最。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不良贷款不等于呆账。因为可以通过资产抵

押清算，实际呆账约 9 亿 ～ 10 亿元( 占 5% 左右) 。前不

久，央行向全国金融机构发出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防止非法集资、高利贷、金融传销、民间融资风险向银行

体系传递，密切关注具有金融功能的非金融机构的风

险，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

公司、典当行等非金融机构融资活动的监测分析，加大

对非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引导其规范发展，努力做到

各类风险早发现、早提示、早处置，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

区域性风险乃至系统性风险。应当指出的是，当前金融

领域面临的问题，比 2008 ～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严重

得多。当时制造业企业信用崩盘发生的面积较小，地方

政府又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对出现问题的制造业企业出

台了免税等优惠政策。而在当前大背景下，民间借贷危

机带有全局性，地方政府的扶持能力极为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看蓝天白

云就可以判断温州工业景气的程度。近几个月来，温州

呈现蓝色的天空，从某个角度昭示着大量工厂减产停

产。2012 年上半年，温州有 60．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减

产停产。目前全停产企业有 140 家。2011 年下半年爆

发“跑路”潮后，温州企业老板大多数是硬撑着。温州欧

海经济开发区中，平常有 10 多家公司，目前大门是开

着，办公室也有人，但实际上并没有生产。门必须开着，

为的是防止别人来要债。随着企业减产停产，银行不良

贷款率便迅速上升。这与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大规

模萎缩，市场上很难找到借贷资金有很大关系。以往温

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之所以低，得益于发达的民间借贷

市场。企业出现资金缺口，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融通、垫
付等方式解决。不到一年时间，温州民间借贷由过热到

过冷，市场萎缩 70% ～ 80% ，现在的温州已经不说民间

借贷这个概念了，企业要从民间借贷市场借到钱，比向

银行贷款还要难，已经演变为全面信用危机。现在的温

州实体经济萧条，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改革无论怎么搞，

不实现产业转型，不解决实体经济问题，什么都是白干。
四年前财政政策刺激政策出台后，温州靠着房地产炒

作，维持虚假繁荣，而潮水退后，产业转型停滞不前，如

今，投机做不了，实业也做不了。近来因为各大银行对

浙江民营企业集中催收贷款，杭州 600 家知名民营企业

向浙江省政府求助。2012 年 8 月上旬，中央银行发出通

告，要求各级银行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已占 GDP 的 107% ，如

果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如果

经济出现波动甚至明显下滑，部分企业就还不起债，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会迅速上升，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发

生。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缺乏活

力，过度依赖政府的救市政策。这两年中国的救市政策

虽然使经济没有出现硬着陆的后果，却没有带来新一轮

经济增长的势头。社会避险情绪日益浓厚，“预防性储

蓄”不断强化，大家都采取“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造成

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消费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

传递到实体经济部门，不能达到创造有效需求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似乎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时

代，进一步的政府刺激政策将会导致未来流动性泛滥的

巨大后遗症。
温州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金融结构性问

题，毋宁说是实体经济问题，即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与民

间金融快速发展之间严重不匹配，导致产业空心化、金

融虚拟化。当前温州的实质问题，不是金融供给短缺问

题，而是“以钱生钱”、借钱搞投机。宏观经济减速、外贸

需求不足、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民间借贷危机后遗症等多

重因素叠加，导致温州实体经济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疲

软时期，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减税让利、减轻企业负担

的财税政策，把实业救活，并有效限制金融炒作。一个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宏观经济进入稳增长

周期，央行连续降息、降准( 存款准备金率) ，释放货币适

度放松预期，但由于实体经济发展无力，缺乏有良好预

期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不会像以前那样，货币政策一

放松就大幅度提速。不少银行出现罕见的贷款难。与

其相联系，由于实体经济找不到适宜的投资项目，大量

资金愈来愈脱离实体经济领域，涌入虚拟领域炒作。其

背后是实体经济的“关、停、并、转”。2012 年 7 月底，温

州 399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 43% 的企业减产停

产，就说明了实体经济领域处境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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