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商业保理发展现状
商业保理是指以受让出口企业应收账款为前

提袁 为出口商提供应收账款催收尧 销售分户账管

理尧 应收账款融资和坏账风险担保的综合金融服

务遥 资金紧张的出口企业可以将出口赊销后的应

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获得融资袁 为企业的投入

再生产缓解资金压力袁 还可以将收汇风险提前转

移给保理公司遥
我国保理市场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袁银

行保理门槛较高袁 商业保理门槛相对较低且能够

根据行业和区域的特点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业务

品种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袁更为灵活遥 在当前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袁融资难的情况下袁能更有效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袁 缓解企业资金周转

压力袁 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阶段最佳的融资和风

险转移渠道之一遥
商业保理做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融资方

式袁在国外发展已经很成熟袁受到出口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的欢迎遥 我国于 2012 年开始袁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商业保理试点袁各自贸区纷纷出台叶商业

保理管理条例曳 和相关举措吸引商业保理公司落

户遥 福建自贸区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设立以来袁
已经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到自贸区设立商业保理

公司,厦门自贸区商业保理发展迅速袁据厦门地方

金融监管局统计袁截至 2019 年 6 月已登记注册的

商业保理公司大约有 400 家袁 但是注册后的商业

保理公司实际运作不到 20%左右袁 高达 80%左右

的保理公司注册后处于空壳状态遥
厦门的中小外贸企业大多没有听说过商业保

理公司袁不了解这种新型的贸易融资方式袁目前中

小外贸企业遇到进口方赊销袁 应收账款无法及时

回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袁 大部分还是依靠资

产抵押从银行获取融资来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袁倘
若没有资产抵押的袁 这笔外贸业务基本就没法做

了遥
商业保理作为一种有利于中小企业贸易发展

的贸易融资方式袁并没有发挥它的优势袁没有很好

地服务厦门中小外贸企业,处于一个野有名无实冶的
尴尬境地遥

商业保理公司空壳原因分析
1. 缺乏资金是导致商业保理公司空壳的主因

受让出口企业应收账款袁 为企业融资是商业

保理提供的一项重要金融服务袁 商业保理公司提

供融资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两方面袁一是自有资金曰
二是外部融资遥 在我国袁由于商业保理不属于金融

机构袁 各自贸区都在其商业保理办法中明确规定

其不能从事存贷款业务遥 因此袁自贸区内的商业保

理公司不可能通过吸收存款业务获取便宜的资金

形成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融资袁 只能通过向银行借

款尧P2P 平台融资尧资产证券化或者海外融资等外

部融资方式解决公司资金流转问题遥 但是商业保

理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贷款袁 经常因不具备授信要

空壳原因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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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被银行拒绝袁 即使同意贷款往往也会被要求

增加抵渊质冤押物或第三方担保遥 除了银行袁信托公

司尧证券公司尧基金公司及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也对商业保理公司尤其是民营的商业保理公司

持谨慎观望态度袁即便是愿意提供资金袁资金成本

也很高遥 因此袁很多自贸区内的商业保理公司利用

自贸区政策袁先行先试袁进行金融创新袁拓宽融资

渠道袁解决商业保理发展的资金需求遥 例如上海尧
深圳有些商业保理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尧 将应收账

款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曰 苏州工业园

区尧 上海尧 天津等都已经开展人民币跨境贷款业

务袁利用海外低息资金拓宽融资渠道遥 与上海尧深
圳尧江苏及天津等地相比袁厦门自贸区在金融创新

方面步子还是走得相对缓慢些遥 目前袁厦门商业保

理公司的资本大多来自股东借款和公司创始人投

资袁很少来自外部的融资遥 由于缺乏雄厚资金的支

持袁仅依靠股东和创始人投资袁一旦公司资金紧张

就无法接受企业的应收账款抵押袁 对外提供融资

服务袁 商业保理业务也就无法开展遥 融资渠道有

限袁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袁导致厦门自贸区大部分商

业保理公司注册后因为缺乏资金难以运作成为空

壳公司遥
2. 缺乏商业保理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支持

据调查袁 福建省包括厦门自贸区迄今为止还

未组建商业保理的行业协会袁 同一时期进行商业

保理试点推广的地区袁例如院上海尧天津尧广东及江

浙一带均已纷纷组建商业保理协会袁 促进当地商

业保理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遥 而厦门的商业保理

公司犹如一盘散沙袁缺乏自我约束与监督袁公司和

行业发展遇到问题也没有组织代表与政府进行沟

通协调袁 商业保理公司之间也没有平台进行资源

的共享与交流袁缺乏行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袁商业

保理公司的发展处于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无方向野

蛮生长发展缓慢的一个状态遥
3.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

自 2018 年 4 月 20 日起袁 原先由商务部主管

部门监管的商业保理划归银监会统一指导监管之

后袁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相关的监管条例和实施

细则遥 厦门地方金融监管局也因为缺乏执法依据袁

即使发现商业保理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袁 也无

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管袁 厦门商业保理公司的监管

处于一个空白区域袁没有行业协会的自律与监督袁
又缺乏政府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袁 商业保理能否

持续健康发展令人担忧遥
4.缺乏配套的法律支持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规范保理业务的

叶保理法曳袁 司法实践中与商业保理有关的司法解

释及判决和案例也为数不多袁 我国在立法和司法

实践上都尚未建立一整套规范保理业务的法律法

规遥 立法的空白使得进出口商尧保理商和司法界在

解决保理业务纠纷时袁处于无法可依的无据状态遥
保理纠纷案件通常较为复杂袁 对裁判人员的专业

性和技术性要求较高袁 裁判人员需要具备金融财

税尧资产交易尧法律等相关知识袁熟悉保理业务流

程并具有丰富实战经验遥 对于法院而言袁审理这些

专业性的商业纠纷袁 由于欠缺熟悉相关领域知识

的法官袁审理效果往往不佳袁需要通过专业的保理

仲裁机构审理遥 商业保理立法不足袁厦门地区又缺

乏保理仲裁机构袁 使得商业保理发展面临诸多的

法律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袁 挫伤了他们开展保理业

务的积极性袁制约了商业保理公司的发展遥
5.缺乏保险保障

由于商业保理进入我国时间不长袁 大部分商

业保理公司的风控能力还不够成熟袁 商业保理公

司的客户又大多是中小型外贸企业袁 这类企业通

常缺乏信用评级袁 保理公司无法准确给予授信额

度袁 为其保理业务开展带来了较大不便和风险隐

患袁因此袁为了规避风险袁保理公司为此类企业提

供保理服务的态度都非常谨慎遥 为了降低保理风

险袁促进商业保理发展袁自贸区出台的保理管理办

法中鼓励保险公司进行金融创新袁 开发适合商业

保理公司的信用保险产品袁 增强商业保理公司风

险控制能力遥 目前袁在上海尧深圳等商业保理试点袁
政府和行业协会推动保险公司开展 野信保+保理冶
模式来降低商业保理公司的融资风险袁 厦门自贸

区于 2015 年也尝试推动厦门信保已与厦门工行

签订框架合作协议袁以 野信保+保理冶模式为片区

内银行保理业务提供增信服务袁 但是只针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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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业务并未惠及商业保理遥 2017 年保监会出台

的信保新规袁 其中第八条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为类

资产证券化业务和债权转让行为提供信保业务袁
根据这项规定袁 保险公司如果为商业保理公司的

应收账款渊债权转让冤提供保险服务将可能存在不

合规的风险袁如此一来袁商业保理公司通过野信保+
保理冶的模式扩大商业保理业务将面临一定阻力袁
没有保险公司提供增信服务袁出于谨慎袁保理公司

开展保理业务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

响遥
促进厦门自贸区商业保理发展的

建议和对策
1.拓展融资渠道袁打破发展瓶颈

建议厦门自贸区尽快出台支持商业保理发展

的金融配套政策袁利用自贸区金融创新优势袁出台

先行先试政策袁 积极探索商业保理公司与商业银

行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袁开展再保理尧双
保理业务曰 推动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产品

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曰 支持自贸区内商业保理公司

通过设立保理行业发展基金尧银行贷款尧境内外发

债袁 以及借用短期外债和中长期外债等方式拓宽

融资渠道袁解决商业保理企业融资难尧成本高的问

题曰鼓励外资投资基金投资内资保理公司袁在资本

金结汇尧 投资尧 基金管理等方面给予相应政策支

持曰大力扶持商业保理公司野走出去冶袁引导自贸区

保理企业与国际保理机构合作袁 参照国际保理业

务模版袁规范国际保理业务流程袁培养国际保理专

业人才袁拓展国际保理业务袁促进自贸区商业保理

行业的稳健发展袁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外贸企业遥
2.组建厦门商业保理行业协会袁发挥领头羊作用

行业协会的组建袁一方面可以参与相关政策尧
法规尧行业标准的具体制定工作袁承接政府主管部

门转移的自律监督管理职能遥 另一方面袁可以发挥

其沟通桥梁的作用袁 代表商业保理行业与政府进

行沟通袁协调各方资源搭建信息服务平台袁定期举

办行业交流活动尧培训活动袁为各会员单位的业务

拓展和人才培养提供平台袁发挥其野服务政府尧服
务会员尧服务行业尧服务社会冶的作用袁引导和促进

商业保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遥
3.尽快出台监管实施细则袁规范商业保理行为

应尽快出台商业保理监管实施细则袁 使地方

监管机构在对商业保理实施监管时具有可操作

性袁执法有据遥 在国家监管实施细则出台前袁为了

避免商业保理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袁 建议厦门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自贸区先行试点袁 将商业

保理比照银行保理监管方式实行监管袁 缩短商业

保理监管的真空期袁降低金融风险遥 此外袁商业保

理业务有别于银行保理业务袁 侧重于提供的是诸

如销售分户账管理尧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尧应收账

款管理与催收尧信用风险担保等非融资保理业务袁
银行保理则侧重提供保理业务中的融资服务袁与
银行保理相比袁商业保理在我国刚刚起步袁监管机

构可尝试针对自贸区内的商业保理公司适当放宽

对其限制袁多鼓励和扶持商业保理的发展袁根据商

业保理和银行保理各自的特点袁 引导片区内商业

保理与银行保理形成互补性的错位竞争遥
4.加快商业保理法律保障的建设

鉴于立法程序的复杂袁短期内出台一部叶保理

法曳并不可期袁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的情况

下袁 地方法院在审理保理争议案件时作出的裁判

和指导意见袁 将对地方保理业务的开展起到非常

重要的指导作用遥 例如天津高院为进一步解决保

理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袁 统一裁

判标准和司法尺度袁 为下级法院审理商业保理案

件提供了具体的审判指导意见袁 为商业保理纠纷

解决提供司法保障遥 建议厦门地区法院可以借鉴

天津法院的做法袁 针对保理争议案件制定具体的

审判指导意见袁指导下级法院开展审判工作袁促进

自贸区保理业规范健康发展遥 另外应加快厦门保

理行业仲裁机构的建设袁 吸收具有丰富保理专业

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尧学者为仲裁员袁借鉴 FCI 国际

保理仲裁体系和规则袁 学习我国其他地区保理仲

裁中心的成熟经验袁 制定符合行业和自贸区特点

的仲裁规则袁 为自贸区商业保理纠纷提供专业解

决途径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袁提高商业保理

公司开展业务的积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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