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５ 卷
２０１５ 年

第５期

中

１０ 月

国

发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５

Ｏｃｔ.

Ｎｏ.５

２０１５

２５

充分发挥二维金融功能实现内陆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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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功能与作用ꎬ以实现东北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ꎬ是近十多年来业界和学界讨论的

热点课题ꎮ 在二维金融的视角下ꎬ分析比较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ꎬ综合探析了二维金融
在不同模型下的边际产出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商业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较低ꎬ甚至在某些模式下为负数ꎬ
而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较高ꎬ尤其是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的边际产出最高ꎬ大约是商业性金融的十
倍左右ꎮ 基于此ꎬ该文提出了二维金融视角下实现东北振兴金融模式的若干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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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文献回顾
东北地区是国家开发和建设最早的老工业基地

之一ꎮ ２００２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 “ 支持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ꎬ支持以资源开
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持续产业” 的重大战略部
署ꎮ 在其后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ꎬ中央多次重申
十六大提出的两大支持: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
兴ꎬ支持资源枯竭城市发展其他产业ꎮ 东北振兴十
年以来ꎬ以老工业区调整、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
设等为主要抓手ꎬ取得了显著成绩ꎮ 近两年来ꎬ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ꎬ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回落ꎮ 为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ꎬ持续助推东北振兴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
政策举措的意见» ꎬ 并明确指出“ 鼓励政策性金融、
商业性金融探索支持东北振兴的有效模式” ꎮ

国外关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ꎮ 理论层面ꎬ熊彼特(１９１１) 较早研究了金融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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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课题项目( ＮＮＡＣ２０１４１９) 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市场决定视
角下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创新研究» ( １４ＢＪＹ１９３)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ꎮ

济增长的关系ꎬ认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
提高技术生产率来实现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Ｃｏｂｂ 和
Ｄｏｕｇｌａｓ 经过对美国 １８９９ － １９２２ 年有关经济资料分

析ꎬ提出劳 动 和 资 本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０.７５ 和 ０.２５ꎮ １９５６ 年索罗根据美国 １９０９ － １９４９ 年
的统计数据经研究发现ꎬ期间美国的产出水平增长
了 １ 倍ꎬ其中只有 １２.５％ 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
献ꎬ而 ８７.５％ 的增长剩余都归因于技术变化ꎬ由此提
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思想ꎮ １９６０

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
决定性作用ꎮ 到 ６０ 年代末戈德斯密斯(１９６９) 提出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金融相关率的量性指
标表示ꎮ Ｐａｇｎｏ( １９９３) 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
ＡＫ 模型发现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提高社会资
本的边际生产率来实现的ꎮ 实践层面ꎬ美国自上世
纪 ３０ 年代以来高度重视金融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均

衡化发展的作用ꎬ对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项目ꎬ联邦政
府批准可向社会发行债券ꎬ也可由州政府提供担保
向社会各界集资ꎬ然后给企业长期低息贷款ꎬ三十年
后这些曾经的欠发达区域称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和新的增长点ꎮ 前苏联从第二个五年计划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起在国家投资的使用方向就开始向

西伯利亚倾斜ꎬ此后历次五年计划都有大量投入ꎬ到
１９７５ 年西伯利亚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全苏平均水
平ꎬ成为前苏联的工业基地和高科技研究和产业的
重要基地ꎮ 日本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实现国土均

衡发展的政策目标ꎬ其核心是加强北海道的开发ꎬ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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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专门制定了« 北海道开发法» ꎬ并在中央政府中设
立北海道开发厅ꎬ国家财政单独设立北海道开发事
业费预算ꎬ并实施补贴倾斜政策ꎬ经过半个世纪的开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２

发建设ꎬ 北海道已成为一个 经 济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地

二维金融支持东北振兴的实证分析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成果看ꎬ总体上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支持

区ꎮ
国内关于金融如何支持东北等区域经济理论的

作用ꎬ从世界范围看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长期

研究ꎮ 首 先ꎬ 在 金 融 理 论 的 创 新 层 面ꎮ 白 钦 先

并存ꎬ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ꎬ 政策性金融在部分领

(１９９８) 提出了政策性金融具有商业性金融所不具

域、某些发展阶段发挥着更为重要的特殊功能与直

(２００１) 认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政策性

型ꎬ结合东北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ꎬ选

有的特殊功能如直接扶植和强力推进功能等ꎮ 王伟
金融( 主要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 的重要作用ꎮ 巴

曙松(２００４) 认为发展最快的地区常常是具有很强
的金融资源整合能力、调动能力的地区ꎬ并指出振兴

接作用ꎮ 基于此ꎬ 借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 ＡＫ 模
取如下变量和模型设定ꎮ
２.１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根据 Ｙ ＝ ＡＫ 模型ꎬ 因变量经济产出 ( Ｙ) 选取

东北要充分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独特功能和作用ꎮ

ＧＤＰ 来表示ꎬ自变量金融发展水平 Ｋ 用政策性金融

颜金林(２００８) 对广东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

总量( Ｐ) 和商业性金融总量( Ｃ) 来表示ꎬ其中政策

系进行了分析ꎬ珠三角发达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

性金融总量我们进一步细化为当年政策性银行的贷

欠发达地区金融深度和经济水平差距在逐渐扩大ꎬ

款余额以及纳入当年国家预算支出的国家投资两部

提出了对落后地区应实行优惠贷款等有差别的货币

分组成ꎬ商业性金融总量我们用当年商业性银行的

信贷政策等建议ꎮ 高辉(２０１０) 认为金融支持东北

贷款余额来表示ꎮ

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完善政策性支持体系ꎮ 其次ꎬ

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代表性问题ꎬ我们选取

关于东 北 地 区 金 融 发 展 体 系 的 构 建 研 究ꎬ 杜 莉

经济总量和金融总量占东北地区半壁江山的辽宁省

(２００９) 提出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财税政策吸引金

作为主要研究样本ꎬ样本时期是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ꎮ 选

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ꎮ 郭明顺(２０１４) 认为建设东

年的 ＧＤＰꎬ记为 Ｙ ｔ ꎻ金融指标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政策性

融机构构建振兴东北的金融支持体系ꎬ促进东北老

北区域金融中心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方位振兴
的重要举措ꎬ而产业金融是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发展
特色的理念ꎬ并提出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三步
走战略ꎬ即金融集聚、地方性金融中心、东北区域金
融中心ꎮ 李克强(２０１５) 认为破解东北发展难题主

取的指标分别如下:经济指标ꎬ辽宁省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银行( 主要包括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和国家开

发银行辽宁省分行) 的贷款余额ꎬ记为 Ｐｎｆ ｔ 和 Ｐｇｋ ｔ ꎻ
以及相应年份的国家投资 Ｐｇｔ ｔ ꎻ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商业
性银行的贷款余额ꎬ记为 Ｃ ｔ ꎮ 因此ꎬ有如下模型:

Ｙ ｔ ＝ α ＋ β １ Ｐｎｆ ｔ ＋ β ２ Ｐｇｋ ｔ ＋ β ３ Ｐｇｔ ｔ ＋ β ４ Ｃ ｔ ＋ ξ ｔ

 (１)

要是要做好定向调控、试点设立民营银行和增加公
共产品有效供给ꎮ

式中ꎬα 为常数项ꎬξ ｔ 为随机误差项ꎮ

因变量 ＧＤＰ 和自变量国家投资 Ｐｇｔ ｔ 的数据来

综观学界和业界对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
金融如何有效支持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ꎬ尽管从不
同的视角各抒己见ꎬ但是ꎬ从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
融的二维金融视角对东北振兴进行专门研究ꎬ通过
构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二维金融有效模式
支持东北经济社会全面振兴ꎬ这方面研究的文献都
还比较鲜见ꎮ 因而ꎬ立足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
即二维金融协同发展与国内外比较视野ꎬ创新性研
究二维金融视角下实现金融支持东北振兴的有效模
式等问题正当其时ꎮ 因此ꎬ从二维金融的视角对金
融支持东北振兴的有效模式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源于历年的« 辽宁省统计年鉴» ꎻ而农业发展银行辽
宁省分行的贷款余额 Ｐｎｆ ｔ 和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
行的贷款余额 Ｐｇｋ ｔ 来源于历年的« 辽宁省金融统计
年鉴» ꎮ 计算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中文版软件ꎮ

２.２

模型的检验与探讨

在四个自变量 Ｐｎｆ、Ｐｇｋ、Ｐｇｔ 和 Ｃ 全部输入的情

况下ꎬ通过实验的结果如下:

Ｙｔ ＝ ２ ９ ２ ７ . ８ ３ ６ ＋ １ . １ １ ６ Ｐ ｎ ｆｔ ＋ ９ . ５ ４ ０ Ｐ ｇ ｋｔ ＋

２.１５９Ｐｇｔ ｔ – ０.４４６Ｃ ｔ  (２)
(３.９９５) (０.５９８) (４.２６９) (１.０５８) ( － １.４９５)

王伟等:充分发挥二维金融功能实现内陆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 以东北振兴为例

Ｒ ２ ＝ ０.９９７ꎬＦ ＝ ７２７.６５８ꎮ

上述自变量中ꎬ仅有常数项和国家开发银行贷
款余额两个变量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ꎬ 其
他自变量显著性水平不高ꎮ 可见ꎬ方程(２) 存在多
重共线的现象ꎮ 其原因可能是农发行贷款余额、国
开行贷款余额以及国家投资均属于政策性金融变
量ꎬ一定程度上各自在相应的领域都代表政策性金
融的金融行为ꎬ三者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ꎮ
为进一步探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支持东
北振兴的有效模式ꎬ尤其是政策性金融的结构性效
率( 如不同模式下的开发性政策性融资、 农发行融
资与国家投资的边际产出贡献) ꎬ 我们经过多次实
验ꎬ最终结果表明在商业性金融与某一种政策性金
融作为自变量时ꎬ模型的显著性水平较高ꎬ具有较强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在不同模型下
的估计结果
Ｒ２

Ｆ

常数项

模型一 ０.９９０ ５１３.１６５ １３４９.７４１ ∗∗
模型二 ０.９９７ １５２１.４１８ ３２４７.５１４ ∗∗∗
模型三 ０.９８６ ３５２.５８６

－ ３５２.４１０

９.５４０ꎬ也即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金融每增加 １ 个
单位ꎬＧＤＰ 增加 ９.５４０ 个单位ꎮ

其次ꎬ分析两个自变量与经济产出的模型ꎮ 从

表 １ 中的三个模型比较看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三种模型中商业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
都比较低ꎬ模型一和模型三分别为 ０.８２０ 和 １.０４１ꎬ也

即新增一个单位的商业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
分别为 ０.８２０ 和 １.０４１ꎬ更有模型二中商业性金融的
边际产出是负数ꎬ为 － ０.５３１ꎬ也即在增量的层面看
商业性金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ꎬ反而阻碍了经
济的增长ꎬ这是东北振兴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
题ꎮ 二是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金融的边际贡献较
高ꎬ为 １１.０７９ꎬ也即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金融每增
加 １ 个单位ꎬＧＤＰ 增加 １１.０７９ 个单位ꎻ政策性金融中
的国家投资的边际贡献次之ꎬ为 ７.１１１ꎬ也即国家投

的解释能力ꎮ 具体的估计结果如下表:
表１

２７

资每增加 １ 个单位ꎬＧＤＰ 增加 ７.１１１ 个单位ꎮ 三是农
村政策性金融作为政策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正
如模型三中显示的那样ꎬ其对支持东北经济增长的

对应变量的系数
Ｐｇｔ

综上ꎬ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ꎬ第一、政策性金融

Ｃ

７.１１１ ∗∗∗ ０.８２０ ∗∗
Ｐｇｋ
Ｃ

１１.０７９ ∗∗∗ － ０.５３１ ∗
Ｐｎｆ
Ｃ
３.８３８

作用尚不显著ꎮ

１.０４１ ∗∗∗

注: ∗∗∗ 表示通过 １％ 显著性水平ꎬ ∗∗ 表示通过 ５％ 显著性水平ꎬ ∗

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远高于商业性金融的效率ꎬ从
数量上看ꎬ政策性金融的效率大约是商业性金融效
率的十倍左右ꎬ在某些模式下ꎬ商业性金融对于经济
增长起着阻碍和制约的负功能ꎮ 第二、政策性金融
中的开发性金融、国家投资对于东北振兴均具有较

表示通过 １０％ 显著性水平ꎮ

强的支持作用ꎬ但农村政策性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

２.３

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 主要是开发性政

基于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作用尚不显著ꎮ 这与王伟(２００１) 提出的实现区域

首先ꎬ分析四个自变量与经济产出的模型ꎮ 由

策性金融) 的观点基本一致ꎮ 这又一次从实证的视

式(２) 可知ꎬ该模型虽然具有较高的拟合度、Ｆ 检验

角证实了中国著名经济金融学家白钦先教授反复强

也能通过ꎬ但仅有一个自变量即国家开发银行辽宁

调的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论断的正确性

省分行贷款余额能够通过 １％ 的显著性检验ꎮ 这说

和科学性:政策性金融由于其具有基本而独特的直

明:其一、东北地区在振兴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尚未形

接扶植与强力推进、逆向性选择、倡导与诱导性、虹

成功能完整、系统运作和支持有效的政策性金融体

吸与扩张性、补充与辅助性、专业性服务与协调等特

系ꎬ因为政策性金融中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国家投资

有功能ꎬ因此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ꎬ只能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ꎻ其二、商业性金融与

加强不能削弱!

政策性金融的协同创新模式也并未有效形成ꎬ东北

３

振兴有待于二维金融模式的有效支持ꎻ上述两点结
论与诸多学者提出的东北地区区域金融体系不完
善、需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观点基本一致ꎻ其
三、显著性水平较高的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政策
性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系数( 即边际贡献) 为

二维金融视角下实现东北振兴的金融对

策

３.１

科学认识二维金融视角下金融模式选择对于

东北振兴的重要作用
第一、科学认识二维金融体系ꎮ 所谓二维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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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ꎬ是指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支持经济社

是营利性的商业性业务ꎬ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的业

会全面发展过程中ꎬ通过人为构成和自然演进两种

务都是非营利性的政策性专业性业务ꎮ 二者在金融

金融构造方式形成的旨在提升地区金融整合能力ꎬ

体系大家庭中是性质、职能、运行机制、目标、资金来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总

源与运用等方面极不相同且各具特色的两类金融机

和ꎮ 第二、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在东

构ꎮ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看ꎬ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包括

北振兴中的功能与作用ꎮ 通过模型测算ꎬ我们已经

一般性功能和特有功能ꎮ 其中ꎬ一般功能指其所具

看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ꎬ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政

有的与一般银行或商业性金融相同或相似的功能ꎬ

策性金融在促进东北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产出大约是

即金融中介功能ꎻ而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主要包

商业性金融的十倍ꎬ因此ꎬ振兴东北ꎬ我们更不能离

括直接扶植与强力推进功能、逆向性选择功能、倡导

开政策性金融的科学范畴ꎬ仅谈开发性金融对于经

与诱导性功能、虹吸与扩张性功能、补充与辅助性功

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ꎮ 就东北振兴而言ꎬ我们应该科

能、专业性服务与协调功能等六大基本而独特的功

义ꎬ因为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性金融( 亦包

东北振兴十多年来ꎬ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开发

括开发性商业性金融) 在边际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

性金融和国家投资发挥了重要的直接扶植与强力推

作用已经较小( 在某些模式下甚至是负功能) ꎮ 在

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ꎮ 从国际经验看ꎬ许多国家和

此背景下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的特殊

地区都比较重视政策性金融ꎬ尤其是开发性政策性

功能与作用ꎬ尤其是政策性金融中的开发性金融的

金融和国家投融资对于落后地区的开发中的积极作

重要作用ꎬ以及探索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有

用ꎮ 二战后ꎬ日本以开发性金融为主体的“ 二行、九

效融合ꎬ将二者统一到支持东北振兴的二维金融体

库” 政策性金融体系ꎬ曾在开发落后地区ꎬ促进区域

系中ꎬ是我们实现东北振兴的重要方向ꎬ只有这样才

经济复兴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无独有偶ꎬ上

能盘活东北金融的存量ꎬ提升东北金融支持经济的

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政府所属的“ 南方公共事业特

整体效能ꎮ 第三、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开发性政策

别工程基金局” 用于铺设供水管道ꎬ 修建公路、 铁

性金融体系ꎮ 从国内外经验上看ꎬ上世纪五十年代

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资金占该局直接投资的 ５０％

学地看待二维金融对于破解东北发展难题的重要意

日本政府专门设立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
振兴开发金融公库ꎬ 旨在促 进 落 后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ꎮ ２０１４ 年国家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需要ꎬ

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ꎮ 在
二维金融的视角下ꎬ通过加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

能ꎮ

以上ꎮ １９５８ 年以来ꎬ意大利政府把其采购资金总额
的 ３０％ 投向了落后的南方地区ꎮ 法国 ２０ 余家地区
开发公司组成的地区开发公司联合会( 政策性金融
机构) ꎬ通过提供股权投资、 中长期信贷、 低息优惠

贷款等形式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因此ꎬ

金融的互动合作ꎬ以试点民营银行为契机ꎬ积极构建

在二维金融的视角下ꎬ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ꎬ

契合东北振兴现实、高效的区域性政策性金融体系ꎬ

尤其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国家投融资等在支持东

如成立由政策性银行控股、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民营

北经济社会全面振兴的特殊功能与重要作用ꎮ

经济共同参股的东北振兴银行等ꎮ

３.３

３.２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 尤其是开发性政策性

金融、国家投融资等) 在支持东北经济社会全面振
兴的特殊功能与重要作用

深度提升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助推东北经济

社会全面振兴的效率
在二维金融的视角下ꎬ深度提升农业政策性金
融支持助推东北经济社会全面振兴的效率ꎬ关键是

在一国完整的金融体系中ꎬ不仅包括商业性金

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ꎬ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

融ꎬ也客观存在着与之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政

业政策性金融的主体ꎬ要不断提升自身服务东北振

策性金融ꎮ 世界近二百个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的金融

兴的能力ꎬ 所谓“ 打铁还需自身硬” ꎬ 要在进一步创

体系ꎬ都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 包括商业银行和商

新和丰富产品的同时ꎬ进一步将服务地域向广大农

业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 政策性

村覆盖ꎬ服务的目标客户群要向兼顾小微企业、个人

银行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这样两大部类所组

客户转型ꎮ 第二ꎬ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积极采取

成ꎮ 总体来讲ꎬ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的业务一般都

多元模式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合作( 如农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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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构) ꎮ 通过标准化的服务、统一化的流程ꎬ以合约化

和连续性ꎮ 例如ꎬ日本于 １９５１ 年通过了« 日本开发

群等) ꎬ外包给有条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ꎬ由其直接

法» 等ꎮ 美国政府为了保障联邦土地银行、 联邦中

的形式( 约定的价格、 标准、 质量、 期限和目标客户

银行法» ꎬ１９７２ 年制定了 « 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

向农民服务ꎮ 第三ꎬ在东北振兴的战略支持下ꎬ积极

期信贷银行、合作社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有效

争取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创新ꎬ争取入股正在改制

运作ꎬ促进全国 １２ 个农业信贷区的经济发展ꎬ早在

中的农信社ꎬ以控股方式扩展服务乡镇金融组织ꎬ抑
或组建在乡镇的分支机构ꎬ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起

１９１６ 年就通过了« 联邦农业信贷法» ꎮ 可见ꎬ要坚持
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战略ꎬ发展具有东北特色的

作为主发起人吸引民间资本设立农发东北村镇银

政策性金融体系ꎬ实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高效持续

行ꎮ 最后ꎬ主动建立创新机制ꎮ 一是通过引进高端

运作ꎬ关键在于早日争取东北区域的政策性金融立

人才ꎬ创新金融产品ꎬ 提升支持东北振兴的创新能

法ꎮ

力ꎻ二是引入外部咨询管理公司ꎬ以实现振兴东北为
主攻方向积极进行针对性的突破和创新ꎻ三是广泛
应用 ＶＴＭ、微信等互联网金融工具ꎬ 采用远程营销
和人员现场辅助相结合的“ ＩＴ机器人” 模式ꎬ积
极服务于东北振兴ꎮ
３.４

坚持差异化、结构化、区域化和特色化的二维

金融发展战略ꎬ争取东北区域的政策性金融立法
首先是要坚持差异化、 结构化、 区域化和特色
化的二维金融的发展战略ꎮ 东三省无论在建国初期
还是改革开发三十多年以来ꎬ都曾经为国家建设和
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面对全国经济步
入新常态ꎬ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ꎬ我们必须在以
金融创新为重要抓手积极支持东北振兴ꎬ针对东北
区域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结构化、区域化和特色
化的货币金融制度ꎮ 例如可实行差别化和结构化的
存款准备金ꎬ针对东北区域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 １ － ２ 个百分点ꎬ针对振兴东北有突出贡献的银行
在此基础上再降低 １ － ２ 个百分点ꎬ最大限度地降低
金融机构的营运成本ꎬ提高盈利能力以提升振兴东
北经济的积极性ꎮ 从国外的情况看ꎬ１９８０ 年日本实
行了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ꎬ全国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的公共投资占地方政府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９％ꎬ

低收入的北海道地区为 １７％ꎬ东北地区为 １４.７％ꎬ北
陆地区、四国地区和九州地区分别为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２.０％ꎮ 又如在东北地区实行费率差别化的存款保

险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ꎬ
建议在该条例运行一段时间之后ꎬ针对东北区域的
银行在存款保险费率上给予一定的减免ꎬ以提高其
支持东北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ꎮ 其次ꎬ要积极争取
政策性金融在东北区域的试点立法工作ꎮ 从国际上
看ꎬ许多国家把解决地区差距的区域金融政策上升
为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ꎬ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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