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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杨

劲,刘相阁

(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 510053)
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首战是防范化解以金融风险为核心的重大风险,《 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
门户枢纽,金融业规模已达世界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该文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背景下广东金融风险的现状和特点,分析了广东金融风险产生的深层原因,最后从加强监管和信息共享、稳步推
进去杠杆、强化内部风险控制、规范金融创新活动、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和区别风险类型应对等方面提出了广东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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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解金融风险是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竞争力的切实
需要。 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金融往往起着牵一发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粤港澳大

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粤港

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

澳大湾区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保驾护航。 最后,防范

险预警、 防 范 和 化 解 体 系, 共 同 维 护 金 融 系 统 安

和化解金融风险为“ 一带一路” 总规划的实现助力,

全” 。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本市场规模已达

进一步推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这一“ 窗口” 对内对

世界级水平。 香港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外双向开放,为中国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深圳是中国风险投资最为活跃的金融中心,广州是

经济合作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坐拥

1

两大交易所,2018 年 7 月,香港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总市值分别为 41 994 亿美元和 29 449 亿

美元,使得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规模世界领先,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和金融资源的
跨境便利化,金融风险也在增加。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
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
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攻坚战,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其次,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将有助于中国成功实现新一轮经济转
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再者,防范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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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金融风险

现状

1. 1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规模已达世界级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门户枢纽,三地金

融总和超过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金融中心。 根据
平均汇率算,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产总值
达 108 632 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占 22%;深圳的地

区生产总值超越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澳
门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为 545 739 元人民币。 粤

港澳金融资本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
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1. 1. 1

香港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是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2018 年,香港金

融业( 银行除外) 总收益达到 6 339 亿港元,较 2017

年下跌 4. 8%,平均每间金融机构单位的总收益达
到 7 420 万港元,金融业( 银行除外) 的金融盈余总
额为 3 878 亿港元,占 2018 年总收益的 61. 2%,增
加值为 1 009 亿港元,较 2017 年上升 6. 5%。 在保

险业方面,2018 年总收益达 5 595 亿港元,平均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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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机构单位的总收益为 2. 087 亿港元,较 2017 年
下跌 6. 0%。 在 银 行 业 方 面, 2018 年 的 总 收 益 较

2017 年上涨 10. 9%达 4 721 亿港元,平均每间银行

1. 1. 3

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改革与创新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
珠江三角洲是连接港澳的桥梁,近年来,珠江三

业机构单位的总收益较 2017 年上升 14. 8%至 20 亿

角洲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试先行,形成了以广

1. 1. 2

点” 的空间布局,改革成就硕果累累,以珠三角地区

港元。 (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澳门金融服务业发展成就卓越

州、深圳为“ 两中心” ,以佛山、东莞和珠海为“ 三节

澳门金 融 体 系 主 要 由 银 行 业 和 保 险 业 组 成,

为中心,向内地辐射带动粤东、粤西、粤北等地区,促

2018 年澳门银行业增加值为 232. 53 亿澳门元,较

进广东经济蓬勃发展。 作为中国首批融入世界经济

56. 44 亿澳门元,较上年增加了 33. 97%。 过去五年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机构总数共 11 062 个,较上

系列成就,推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计划、中小企巨灾

人,较上年增加了 1 454 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2017 年增加了 7. 89%, 保险及退休基金增加值为

的重要地区,珠三角地区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2018

来,澳门金融业在制度建设和系统构建方面取得一

年新增 了 56 个, 金 融 业 年 末 从 业 人 员 共 259 440

财产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医疗服务提供者职业民事
责任强制保险、修订金融级保险业法律法规等软基
建项目,构建了澳门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澳门
票据清算电子化系统、澳门跨境电子直接缴费系统
等一系列硬基建。 ( 数据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表1
地区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合计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 131 084. 22 亿元,较上年增
长了 15. 31%,此外,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住户存
款高达 54 607. 6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12. 58%。

2018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金融机构

年末从业人

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贷款

数( 个)

员( 人)

2730

91595

( 亿元)

51336. 03

( 亿元)

38871. 63

54788. 09

40749. 32

16456. 56

493

10619

7056. 58

5155. 04

7542. 91

5238. 24

1772. 01

1811
1842
743

1374
636
895
538

11062

57963

66890. 51

47024. 58

金融机构本外币

金融机构本外币

72550. 36

52539. 79

14913. 27

10273. 12

15372. 81

10457. 65

24163

13371. 20

7944. 12

14157. 22

8209. 70

12687

4397. 04

3074. 41

4528. 88

12092
11302
8042

259440

5826. 98
5589. 95
2469. 04

171850. 59

4631. 58
3923. 01
1814. 85

122712. 35

广东金融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蓬勃发展,2019 年

中外资金融机构本

存款余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外币住户存款( 亿元)

30977

( 数据来源:《 广东统计年鉴 2019》 )

1. 2

额为 183 537. 91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6. 75%,金融

6171. 35
5930. 49
2495. 80

183537. 91

1. 2. 1

4886. 82
4036. 39
3140. 85
1825. 47

131084. 22

13810. 06
7577. 50
2376. 43
5656. 01
2642. 90
2783. 43
1532. 75

54607. 65

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第一,银行业资产增速快,2018 年末银行总资

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107 671. 07 亿元,比 2018 年

产同比增长 3. 7%,净利润同比增长 13. 9%,银行业

较2018年增长4. 1%;第二产业增加值43 546. 43亿

长速度放缓,2018 年 广 东 省 本 外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增长 6. 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 351. 26 亿元,

务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存款增

元,较2018年增长4. 7%;第三产业增加值59 773. 38

208 051. 16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增速较 2017 年

4. 0 ∶ 40. 5 ∶ 55. 5。 2019 年广东金融运行稳 中 有

业存款增加了 2 455 亿元,比 2017 年少增 3 262 亿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7. 5%。 三次产业结构比率为
升,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金融市
场稳步发展,社会融资结构得到优化。

下降 1. 3%,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较快,非金融企
元。 第三,贷款合理适度增长,2018 年广东省本外
币各项贷款 余 额 为 145 169. 39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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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险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压

比 年 初 增 加4 718 亿 元 , 普 惠 口 径 小 微 贷 款 余 额

放缓,国内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交叉出现,广

2018 年末,广东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为 3. 9 亿元,

力增大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

9 3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 6%。 第 四, 贷 款 利 率 稳

东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当

定,2018 年末,广东省金融机构新发放金融贷款加

前重点工作之一。 二是金融业态多领域存在潜在风

权平均利率为 5. 87%,同比上升 0. 02%。 第五,金

险。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涉及社会各个

机构新增不良贷款规模比去年减少 56. 7 亿元,不良

资本外流、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影子银行、中小

融风险有下降趋势,广东省 2008 年末的银行业金融

领域。 在金融领域,广东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包括

贷款率较 2017 年下降 0. 3%,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

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债券违约等潜在风险。 三是房

作持续推进。 第六,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快速发展,

地产金融风险徒增。 在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非常

至 2018 年末,广东省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

态化发展带来房地产金融风险如房地产泡沫、房地

国平均数水平 3. 1%,有力推动了“ 一带一路” 总规

险。 在政府债务方面,广东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是

量 17. 3 万亿元,占全国业务总量的 23. 5%,高出全

产金融化等风险。 四是政府举债过多导致债务风

划的实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资产变现能力不足的风险。

1. 2. 2

五是社会分化引致社会流动性下降风险。 在社会分

证券业规模持续增长

2018 年广东省证券公司代理股票交易额同比

化方面,广东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为收入差距扩大

末广东省基金规模比 2017 年末增长 12. 1%,增速加

市场风险。 在外部冲击方面,广东面临的主要风险

比 2017 年增长 18. 1%。 截至 2018 年底,广东证券

2. 2

下降 23. 5%,股票账户数同比增长 10. 9%,2018 年

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六是外部冲击引起外部

快 15. 4%,期货公司全年代理交易额 77. 6 万亿元,

是外部市场波动风险和外部金融冲击风险。

市场共有 588 家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 含金融
机构) 通过境内市场筹集资金 2 942 亿元,同比增长

广东金融风险主要特点

2. 2. 1

互联网金融风险立体化趋势显著

广东省现代化程度高,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

7%;新增主板上市公司 18 家,筹资 476. 2 亿元,全

发展,金融风险通过网络支付等各种方式潜伏在金

同比下降 63. 4%。

2. 2. 2

年新三板挂牌企业定向发行股票筹资 75. 7% 亿元,

1. 2. 3

保险业结构不断改善

截至 2018 年末, 广东省保险业资产同比增长

融交易之中,兼具隐蔽性和突发性。
普遍性

社会生活中资金融通频繁,金融风险可能存在

于由于借方无法及时偿还资金导致贷方资金链断

7. 7%,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8. 4%,保险业规模居全国

裂,还可能存在于无贷方提供资金导致借方无法融

保险的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6%。 2018 年,广东省

2. 2. 3

口信用保险支持贸易额 5 433. 8 亿元,科技保险为

资金链断裂都有可能酿成较大的金融风险。

第一。 财产保险的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5%,人身
保险业赔偿支出 1 403. 5 亿元,同比增长 22. 9%,出

到资金。
扩散性

广东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风险担保 5 375. 8 亿元,保险业

2. 2. 4

来源:《 广东省金融运行报告(2019) 》 )

可控性,在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过程中可以给经济

切实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 数据

2

2. 1

广东金融风险现状、特点和产生的原因
广东金融风险现状
广东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

双重性

双重性即收益与风险并存。 广东金融风险具有

形成一种新的约束激励机制。
2. 3

广东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2. 3. 1

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转型

这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 广

作用,由于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南大门” ,经济

东省重规模、轻效益的发展模式,导致重复建设多,

表现出很强的外向性,广东省经济对于国内外环境

企业效益差,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

变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敏感度更高。 广东金融风

经济发展速度快得以掩盖,随着广东省经济转型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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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全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 ,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
转型,使金融风险得以凸显。 这是受宏观经济形势
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
2. 3. 2

金融主体和金融客体的缺陷

金融主体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于缺乏理

性和信息不对称,金融主体可能会出现盲目投机的

会发展创建良好的金融环境。

3

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的思路和政策建

议

3. 1

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的总体思路
为了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维护地方金融

行为,引发金融恐慌甚至金融市场动荡;二是由于代

稳定,要坚持以下四条总体思路:第一,防范优先,加

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出现

强监测。 对于金融风险而言,要坚持防范优先于化

高风险运作资金行为,使出资人蒙受损失,问题的根

解,未雨绸缪,实时监测、及早预警和提前处置金融

源在于广东省金融行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三是

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制止金融风险的萌芽,同

借方社会信用意识淡薄的因素等。 金融客体的缺陷

时也要保证监管的力度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避免

包含以下方面:第一,金融产品不完全,企业偿还贷

因监管过度影响金融创新,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

款缺乏银行约束,不能形成有效制约。 第二,金融合

发展。 第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从全局出发,针

同复杂,在履行金融合同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危害大的潜在金融风险重点遏制,优先推行结构

第三,金融产品定价困难,经济变量难以预测,出现

性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等问题,避免金融业脱实向

不规范的内部交易。 第四,金融产品具有虚拟性,杠

虚,对于金融行业的治理应逐步加严,结合金融主体

杆率较高,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的承受能力制定计划,为金融风险较严重的企业争

2. 3. 3

取一个过渡期,按计划分层次达成目标,避免急刹

金融体系和运作结构的缺陷

一方面,金融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 价格配置

车。 第三,标本兼治,分类施策。 金融风险具有系统

与非价格配置都缺乏风险补偿机制,价格配置主要

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

表现为政府为控制金融产品供求平衡而进行干预,

从根本上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体系,也

非价格配置主要是金融机构为抢占市场份额而竞

要采取强有力的治标措施,纠正金融资本市场中的

争,在竞争过程中调整利率形成的一种配置。 另一

不良风气,严厉打击非法行为,标本兼治缺一不可,

方面,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 金融主体对于经济变

同时要注意分类施策,对于不同的金融风险问题采

动过于敏感,结构单一应变能力差,组成部分弱;直

取不同的举措而不是一刀切。 第四,转变观念,完善

接融资渠道有限,企业为继续运行进行大量贷款,过

法制。 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各类金

度负债,三角债现象频频出现;银行等融资中介资产

融主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人人

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金融机构盈利低甚至虚盈实

都成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守护者,还要完善有

亏,使得金融风险累积。

关金融风险的法律法规,并对地方金融法规开展研

2. 3. 4

究,完善监管细则。

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冲击

非正式金融机构例如民间借贷、地下钱庄,严重

的非正式金融机构扩张会造成资金外流,国内调控
失真,甚至扰乱社会秩序。 中国法律对于正规金融

3. 2

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3. 2. 1

加强金融监管和信息共享

第一,推进建设广东省金融风险监测平台,将已

业的一些金融创新项目监管滞后,催生大量金融风

有优秀平台经验如金鹰系统和深圳灵鲲金融安全大

险隐患。 近年来,广东省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如一些

数据平台推广至全省,结合科技手段统一风险控制

专门骗取老年人钱财的保健品项目和投资养老项

体系,实现对广东省金融业的全面监控。 金鹰系统

目,又比如非法私募基金诱导社会大众投资,还比如

是广东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控制中心结合人工智

线上 P2P、网贷平台、网络虚拟货币等各种非法集资

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和云计算建立的地方金融风

犯罪项目,这不仅给公众带来伤害,而且很多非法集

险监测控制系统,是国内领先的金融风险监测系统,

资项目往往以政府政策为噱头进行宣传,一定程度

防控中心已利用金鹰系统识别并处理了大量的非法

上给政府形象带来了伤害。 因此,必须密切监测和

集资企业如商城返利、 P2P、 投 资 理 财 和 招 商 加 盟

打击非法集资项目,避免潜在的金融风险,为经济社

等。 “ 灵鲲” 是深圳市金融风险预警平台,拥有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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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25 万个金融企业的工商信息、行政资源信息、投

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还要注意改进统一授信管

诉举报信息等,灵鲲金融安全大数据平台能够对企

理、加强信贷客户风险评估,规范信贷运作程序,完

业进行风险评估并识别高风险企业。 第二,加强各

善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进一步完善信用风险管理

行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的目的是解

的制度、措施,进行风险排查和整改。 第二,完善内

决金融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要尽可能完善平

部制约机制。 金融行业各单位要充实内审机构,保

台信息,使信息全面化,并且注意对信息的加工处

障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坚不可摧,各业务部门要

理。 还要构建一支专业化的金融信息人才队伍,保

相互制约、合规经营,灵活采取各项措施及时消灭经

证信息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包括金融市场信息、社

营活动中金融风险的萌芽,将风险纳入规范化的轨

会公众信用信息、企业行业信用信息和舆论监督与

道之中。 加强内审部门力量,组成一支业务能力精

报告信息,同时发挥政府在信息共享中的引导作用,

湛的内审人员团队,并驻派监督人员。 要及时处理

拓宽信息开放共享渠道。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强化平

内审结果,按照内审部门提出的改进意见或出发措

台实力,保护信息安全,避免信息泄露而引起的各类

施要积极响应。 第三,提高金融机构员工素质。 加

风险。 第三,发挥金融行业协会监管作用,广东省有

强对于金融机构员工的培训,提高金融机构执业员

很多金融协会,比如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充分发挥

工的业务能力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加强企业文化

金融协会的监管作用,赋予其更多监管权力,使其发

建设,培养和引导员工的价值取向,培养出一批金融

挥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组织的监督作用,

专业素养好、责任心强、反腐倡廉、全新全意为人民

在金融业内部形成行业自律,弥补政府缺位越位现

服务的信贷员工。

象,协助政府实现调控目标。

3. 2. 4

3. 2. 2

稳步推进去杠杆政策

规范金融创新活动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风险与机遇并存,金融

一方面,重点关注房地产企业。 近年来,广东省

创新为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机遇,也为经济

房地产企业不断在加杠杆,缺乏去杠杆的紧迫感,广

创造新的增长源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加强金融

东省拥有恒大等知名房地产企业,2017 年广东房地

监管是必不可少,有益于防范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各

产企业的 资 产 负 债 比 率 高 达 82%, 在 债 务 比 重 方

类潜在风险,强化资源配置使金融创新获得更大收

面,2017 年广东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占所有企业债务

益。 目前广东省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金融监管主要存

的比重为 64. 0%,因此在去杠杆方面应重点关注房

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相关的监管经验,监管

地产企业,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树立杠杆危机意识,

力度过轻会造成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风险的爆发,

共同处理好债务问题,避免房地产业潜在金融危险。

监管力度过重又会阻碍金融创新;第二个问题是缺

另一方面,保障先进制造业的企业融资。 为了适应

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法律法

中国经济发展的 “ 新常态” ,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

规的完善无法及时跟上金融创新,造成金融创新过

革,消除落后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优化制造业结构,

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金融主体易钻

广东省对一部分制造业采取去杠杆的举措,但是对

法律漏洞;第三个问题是相关人员监管金融创新的

于先进制造业而言,可以适当提高负债容忍度,满足

能力不足,监管效果不力。 所以要进一步完善有关

其融资需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支持作用,有利于

金融创新领域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

中国尽快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

力,借鉴国际监管金融创新的优秀经验,规范金融创

量发展,保障实体经济平稳运行。

新活动,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3. 2. 3

3. 2. 5

构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强化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是防范金融风险关

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直接融

键的一个环节,要通过构建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完善

资,优化债务结构,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工作业务流程,尽可能避免潜

为外部股权融资和直接债权融资创造良好的氛围,

在金融风险的出现,严密监督业务的各个流程。 第

降低企业银行负债比重,鼓励基金业等直接融资机

一,加强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管理,防范风险的积累。

构的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扩大直接融资,

关键在于严格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此外广东省

降低企业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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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6

区别金融风险类型施策

对于金融风险而言防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金

融风险一旦发生要积极化解。 金融风险的化解主要
有三种方式:一是政府政策救助。 主要是向政府帮
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这种方式适用于金融风险较
小的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外部政策救助比如政府
注入资金或者允许金融机构动用存款准备金,另一
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吸收化解风险,比如内部消
化不良资产、将资产移交资产管理公司、债券转股
权。 二是进行兼并或重组。 这一种方式适合金融风
险比较严重的金融机构。 三是宣告破产。 这种方式
适用于金融风险高且救助无望的金融企业,很少一
部分金融化解金融风险的方式是宣告破产,其伤害
力度大,应尽量避免采取清算破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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