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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
重庆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黄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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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 年，重庆全市贷款余额

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

降到 ６０％ 左右，承担了全市 ７５％ 的重大

１８００ 亿元左右，其中不良贷

入。第四，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

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是我市基础、公益

款就有 ５００ 多亿元。当年，

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

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

全市在证券市场融资 ２２．６３ 亿元，保费

隧道、水厂等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

收入 ２７ 亿元，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才

成为投资集团的固定资产。第五，税收

措施二

１３００ 元，整个要素市场都处于较低水平。

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

培育提高市场主体的融资能力

近几年，重庆市政府主要采取了构建基

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

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融资平台等五大

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

提高工商企业的融资能力，是提高

措施，改革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不断

“三个不”构筑防火墙：一，财政决

一个地区融资水平的根本，也是降低工

提高投融资水平，２００７ 年底全市贷款余

不为投资集团作担保。虽然政府及各有关

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不良债务率，提

额已达到了 ５２００ 亿元。

部门都要支持投资集团发展，但政企之

高资本运作能力的重点。

间必须保持严格的界限，防止财政债务

２０００ 年时，重庆市属国有企业资产

措施一

危机。第二，
投资集团之间不能相互担保，

负债率高达 ８０％ 甚至 ９０％ 以上，全市工

按照市场原则构建基础设施和
公益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

避免出现连环灾难，造成大面积金融风

商企业不良贷款率高达 ３０％ 以上。由于

险。第三，各投资集团的专项资金不能

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太弱，导致每年贷款

交叉使用。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放

余额增长低于 １０％。从 ２００３ 年起，重庆

在投资集团，但使用范围受财政掌控，

市着力降低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不

必须专款专用，不准交叉使用、互相挪用。

良债务率，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

对于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不
能全靠政府直接投入，必须培植和壮大
相应的建设性投融资主体，将由政府出

“三大平衡”防范经营风险：“三大

实施破产关闭劣势企业，消除 ５０~６０ 亿

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

平衡”是投资集团必须牢牢把握和严格

元的坏账；二是处置各个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集团（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

遵守的最基本的经营原则。第一，净资

的不良债务 １００ 亿元左右；三是打包打

式，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产与负债的平衡，即把资产负债率控制

折集中处置工商企业过去十多年在各大

投融资体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

在 ５０％ 左右，努力达到和维持净资产与

商业银行形成的 ３００ 多亿元不良债务。

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为此，

负债 １ ∶ １ 的水平。第二，集团现金流

五年来，全市累计处置各类不良债

重庆市陆续组建了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

的平衡。搞好现金调度，保证现金需求

务近 ５００ 亿元，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

并通过采取三大保障性措施，增强投资

和供给的基本平衡，实现现金流的良性

降到 ６０％ 以内，工商企业不良债务率降

集团的资本实力和投融资能力。

周转，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第三，投入

到 ４．９％。我们的目标是到 ２０１５ 年把重

“五大注入”充实资本金：第一，国

与产出或资金投入与来源要平衡。投资

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

债注入。把分散到各区县 ２００ 多亿元的几

集团在接受政府部门下达的具体投资建

百个国债项目的资金所有权，统一收上

设任务时，也要坚持经济规律和市场原

措施三

来，按项目性质归口注入相应的投资集

则，必须要有相应的资金注入或者通过

团。第二，规费注入。将路桥费、养路费、

特定的赢利模式回收投资，否则就可能

组建和重组地方金融机构以改善
金融生态

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

出现巨大的融资困难或信用危机。

入投资集团。第三，
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
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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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重庆市组建八大投资集团资

这几年，重庆市组建了渝富资产经

产规模达到 ２６００ 亿元，资产负债率已下

营管理公司，改革重组地方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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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区 域

代表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控股、参

资产作为子公司上市，而把坏资产剥离

股地方金融企业，推动地方金融的发展。

给母公司，留下一些社会问题。重庆市

到 ２００７ 年底，渝富公司资产规模已

现在推进企业整体上市，要改善企业整

达到 ２３７ 亿元，净资本达到 ７９ 亿元，已

体资产质量，不搞一分为二，不能遗留

帮助企业累计处置不良债务 ２００ 多亿元，

社会问题。因此，在推进企业整体上市

参与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实业、

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改善法人治理结构

重庆东源和重庆普天等企业的重组以及

和处理不良资产。

三 峡 库 区 担 保 公 司、
安诚保险公司的组建，

措施五

先 后 为 重 钢、 建 设、

提高掌握运用现代融资渠道和
金融工具的水平

嘉化、农工商等 ５０ 多
户国有企业破产周转、
土地置换和改革发展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日益成熟，国际

提 供 了 １５０ 亿 元 左 右

性的融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私募基金、

周 转 资 金， 初 步 形 成

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类基金融资渠道进一

覆 盖 银 行、 农 信 社、

步丰富和完善。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资本市场上有许多现代金融工具，

信托公司、担保公司、

利用得好，既可以规避融资风险，又可

租赁公司的“渝富系”

以降低融资成本。比如汇率的调期保值。

金融体系。

外汇汇率有升有跌，中长期外债就可能
因此增加还债成本。重庆有 １２５０ 亿美元

措施四

结算的日元贷款，贷款时可能只值 １０ 亿

把握机遇推动企业
集团整体上市

美元，随着美元兑日元汇率下跌，可能
就要偿还 １１ 亿美元甚至更多。
为此，重庆市与国际著名投资银行

一般市场经济

进行合作，对 １２５０ 亿日元的外债进行调

国 家， 直 接 融 资、 间

期保值，锁定日元升值风险，避免巨额

接融资的规模大体上

外债的汇率风险，每年节约几千万元的

是 １：１。 前 些 年， 全

债务成本。比如借贷调贷实质是债务管

国银行间接融资高达

理，是在高利贷与低利贷之间的合理周

已成为市委、市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调

９０％，比例严重失调。到去年底，全国

转，降低融资利息，减少融资成本。比

控经济社会事务的有力工具，在支撑经

股票市场市值达到 ３０ 多万亿元，与银行

如重庆水务集团前年用低息债券把利息

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间接融资规模大致协调。

较高的 １０ 亿元银行贷款换出来，提前偿

为了处置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资产、

资本市场融资一般有两大途径：

还，一年减少利息几千万元。另外，信托、

不良债务，建立市属国有资产资本的运作

一 是 发 行 企 业 债 券 或 融 资 券。 现

租赁、ＢＯＴ、ＢＴ 都是重要的融资形式。

平台，健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投资

在重庆市属重点企业集团平均资产达到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重庆投融资体制机

保障机制，重庆市 ２００４ 年组建了渝富资

２００ 亿元左右，资本金都有八九十亿元，

制不断完善，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投

产经营管理公司，并赋予四大职能：一是

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券有规模大、成本低

融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十五”完成

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的平台功能。二

的比较优势。

固定资产投资 ６６９５ 亿元，是“九五”的 ２．７８

是企业搬迁、破产的资金周转、土地置换

二是发行股票。包括新股上市，上市

倍。近两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６１３

的托底功能。三是企业资产重组的杠杆功

企业增资扩股或者定向增发。目前国内资

亿元，是“十五”时期的 ８４％。投融资

能。四是地方金融资产的管理功能。

本市场全面复苏，未来几年市场趋势看好。

的有力支撑，使全市经济在又好又快发

渝富公司作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过去很多国企上市时，往往把优质

展的轨道上平稳健康运行。
（责编：胡雪琴 Ｅ－ｍａｉｌ：ｚｇｊｊｚｋ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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