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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担保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担保机构数量已达到6000多家左右，资本实力和担保规模快速增长，业务领域不断

拓展，在提升我国企业信用水平、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活跃经济和增长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自2002年以来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支持建立中小

企业发展的信用担保的政策，有效地激发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积极性，为提

升中小企业的信用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2016年，担

保行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特点。那些经营方向正确、风险控制能力强、从业人员素质高的优秀

担保机构将赢来更多机遇。反之，一些资本金被挪用、管理不规范、缺乏有效风险控制手段

和能力的担保机构将会在本次金融风暴中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会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担保

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如担保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尚未建立，担保监管体

系不够健全，各部门监管合力尚未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有待加强，担保机构运

作存在不规范行为等问题制约着担保机构进一步规范发展。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通知》

中明确要求建立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加强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管理，制定相关

的管理监督制度，并提出了"谁审批设立、谁监督管理"的原则，确定地方相应的监管职责。

《通知》的出台有利于规范担保行业，促进担保行业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

，市场运行环境的不断的改善，不断开辟新的担保领域，开发新的担保品种，将成为我国专

业信用担保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经济活动对不同层次的信用需求，将为信用担保的发

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预计今后几年我国将建立专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评级体制；进一

步完善信用担保法规；社会化风险分散机制将逐步完善；商业性担保机构将获得较快发展；

政府部门将对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实施分类管理；担保机构与银行间关系将更协调

。  中国担保行业发展及政策制度历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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