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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金融∷办∷(2∞8〕 z1号

关于郢发《浙汪省小颧贷歉公司试∷焦

暂行管∷理∷办∷渚》的∷遇知

备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

为贾彻实施∷中国银监会、中∷国∷人笨银饣《*于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的指导葸见》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

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经 省政府同意,现将《浙江省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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澌洹省岱颧贷歉飧圃试葳暂衔管魍郯法

懿⋯纛 蕙

黟螂翳 为了缓解小企业和小颧农业贷款难间题,维 护小额

贷款脸司蚴舍法杈盎9确 髁小冁贷款公司可掎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畿蘖翻圜公司法》鄹嗫类于奋冁贷歉公司谶点的揩导惠见》(镊

邋爨(:罂 C甄』8)芗各3爨 》鹋礴罐豪槽,鞲 Wll声毒邑偌率忌籀衔管理跏法§

冁嚣冁 藤办淦搿貅誉颧贷款公圊9是揩穰渐涯省内依法设

立蝻殄不啜蠛公众薄蔽翳缀鬻小颥贷歙嫂务鲫藕隈爨任公司或股偷

翥限公圊§小颧贷觳公司臌飘衔溺家螽融艿翳和敢篥,在 法律、法

魏觏蔑的籀圜瘸舞餍踺务乡自盅蛏蘩,鬻 羹盈雩,白 我约柬,自 掸风

鲦势爨畲瀑缁蛏饔潘缈囊瀵镩髁轳”不爨篚懈孽位和个人蚋于涉。

畿蕙爨 邸颧贷嬴公嗣覆企邋骚人絷猬独曳的法人财产9享有

法人贼产飙钫以螽鄱赙产麟翼横务冁握簸攀费任。小额贷蔌公司

股蕙馓潘摹藕赘产螋蠡、参与鐾爽攮策翻巍择臀罂者等板利,以 其

谶翳麴豳资颧躐讽购鳓艘份为隈瓣徐司魏攫蠹任。

躞溺翳 澌涯饔人篾躐腌鑫融五催镢导誉缀办公室(以 下简

称饔蠢黼藤》孽奘煲蠹全饔啥镢贷黢奁司斌点工作的组织、协调、

∮
Ⅲ
υ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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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推进工作,会 同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和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建立联席会议。

第五条 县级政府负贵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具体实施工作 ,

确∷定试点对象,审定小额贷款公司组建方案,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申

报材料的初审工作,承担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

在试点期间,县蜮∷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数蠹严格按照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执行。

县级政府是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范处置的第一责任人,依 法

组织工商、公安、银监、人行筝职能部门跟踪资金流向,严 厉打击非

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fll贷 等金融违法活动。备地小额贷

款公司的目常监管职能由县级工商部门
∷
承扭。

第二章 机构的设立

第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由行政医划、字号、行业、组织

形式依次组成,其 申行政区划指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或地名,组 织

形式为有限贵任公司或股份有眼公司。

第∷七条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具各下列条件 :

(r)有符合规定的章程 ;

(二 )小 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应由50个 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应有2至 zO0名

发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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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彤式是有限赏任公司的,英注册资本

不得低于5000万 元(欠 发达县域 2000万 元);级 织形式是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8000万 元(欠 发达县域 300O万

元);试点期间,小 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不超过 2亿先 (∷夂发

达县蜮 l亿元);

(四 )有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五 )有具备相庳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

(六 》有必要的内部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

《七)宥簿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

鑫辘设施。

翳风螽 串谪/lx冁贷款公司鲞事和离级懵理人鼠任职资格 ,

搬镫人翳遴簿晗鬣/Ax司 潦捡规定的∷条髀外-遒应符含下列∷条∷件 :

赙-。 》徐镢贷歙公司嚣事应具餐与英履行职赏相适应的金融

知髁哆爨蠡爽镎以上《含大专〉学历,从挈稠关经济王作3年以上;

《旱》玲镢贷歙公司的蓬事长鄹缝蠼应桑备从事镊行业工作2

箨以上,躐 髫从事摺关经济工作 5箨 以上,具各大专以上(含大

专》掌历。

翳九螽 伶冁贷歉公司可经营的蓝务为 ;

《一)办蠼貉瑰小缬贷款 ;

蝥至》蠡曜/lx螽 皿嶷展、管璎∷、赙务等咨询蚍务 ;

《二)翼他缀批准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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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赏本县蜮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

作。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申请人列

入试点对象后,在县级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卞,拟 订小额贷款公司申

请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 )设立小额公司申请书。内容至少包括:当地经济金融发

展情况和小额:贷
款需求分析,主发起人企业经菅发展情况介绍,拟

任董事长、经理简历 ;

(二 )出 资人承诺书。出资人应承诺自觉遵守国家、省有关小

额贷款公司的栩关规定,遵 守公司章程{参 与管理并承担风险,不

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 得以借贷资金人

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

(三 )出 资人协议书。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谈立小额贷款公司

的协议;

(四 )小额贷款公司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机构名称、隹所、经

营范围、注册资本等方丽的冖隋况。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名册,内 容包

括法人股东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注船地址、出资额、股份比例

等;自 然人股东的姓名、住所、身份证号码、出资额、股份比例等p

并附经过工商年检营业执照复印件,自 然人股东的简历和身份证

复印件;

(五 )出 资人除囱然人以外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六 )章 程萆案(应将本僭理办法中合规经营和风险防范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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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写入蕈程);

(七 》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可 以在省联席会议审核

前提供》;

(八》箨师申介机构出具小额贷款公司出资人关联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

(九》拟任取董事、离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申请书;

(十 )隹 所使用证嗍轳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鼯十蜂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申请材料应进行认

真初审把羡”齑拟定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申报方案,内 容包括 :

《一)爨 缀人民政腌徐颟贷款斌点咿请书 :

《二》爨鳜人民跛蔚瓣Fplx额 贷畿公司风险承捱防范与处置∷赏

锤螂愚蠓黼晷

町至》捺镢贷款公阊的申媾耩料《即纂肀条要求的材料》。

饔哗器翳 小颥贷歙公司斌点方檠豳所穰县(审 、区
')人

民敢

府冁审蠢鼹办《土审办或楣关鄱问》,曲 市金融办转报省金融办审

核备缀漭鼹婺鼷蒹)鄹 参眼执衔酌区”谶点方廉曲县(市 、区)人 民政

膺簋接上搬饔鑫融办窜辘箩莠戆市金觏齑备蘖。

攥絷邋螽 簿含爨俳的小镢贷款公阍簏省金融办同急∷设
∷立小

镢袋簌脸圃镩攘文侍,侬 法淘互礴衢躐管理鄱门亦理登记手续并

领蹶鬻邋执鼷硷此舞帛小颧贷簌公圃攮蠲冁饔蚍执照后,还应在五

个工作圃瘸蠲塾媲公安枫类、申圜镊衡监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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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

第三章 股东资格和股杈设置

第十珥条 企业法人、自然人、其他经济缀织可以向小额贷款

公司投资入股。

第十五∷条'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原则上应当是管理规范、

佶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于企业,净资产sO00万∷元〈欠发

达∷县域2OO0万 元)以 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近三年连续嬴

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 1s∞ 万元(欠 发达县域 6∞ 万尻 )以

上。在当地政府的组织揩导下,主发起人为主协商确定小额贷款

公司的其他股东。除上述条件外,主发起人和其他企业法人股东

应符合以下条件 :

(一 )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

(二 )企业法人代表应无犯罪记录;

(三 )企业应无不良信用记录;

(四 )财务状况良好,入股前两年度连续盈利 ;

(五 )有 较强的经菅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第十六条 自然人投资入股小额贷款i公 司的,应 符合以下条

件 :

(一 )有 竞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 )应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三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资金实力 ;

(四 》具备一定的经济金融知识。

第十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⒛%,

其余单个自然入、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

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I0%;单个 囱然人、企业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持股比例不得低于小颟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的5‰。

第十八螽 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 ,

豳幽饔人一次足额缴纳。真正服务小企业和
“
三农

”
的、合规经菅

豳小额贷躐公嚼,设立蝥箨盾可螬资扩股”螬漩扩股方案经当地政

臃髑蕙詹掇省金融办审核。

黪啼巍鑫 冷额黛簌公司蚴股偷可馓潢鞲让。锃主发超人持

饔螂殷偷鼗冷额贷黩公司戚立乏饿超 3年 内不得转诜 ,其他般东

a鞯 两不锝鞲谧。冷颧贷歙公司董事、葡级管理人员掎鬻的股份9

月哆:亻刍各∷犭铲鼠期阃内J甬
(彳晏弘鞲讠JL。

翳遐睁爨 小额贷款公司膘∷甯股东之间股份辚让 ,主发起人

嶷骧焚傀蝻、股偷鞲谧盹例超磁 5‰ 豳,经 当飚政府同意后报省金

躐办审核。

翳渊鼙 禽觌鲠鬻

畿孟絷蜘鑫 小额贷款公司岣盅爨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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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捐赠资金 ,以 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

金。不得向内部或外部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小额贷

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 得趣过资本净

额的50%。

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时,应 该认真审查

是∷否符合上款∷规定”违反上款规∷定的,不 得给予融资。

第二十二条 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掎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

户和徼∷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益面。

第二十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 坚持
“
小额、分散

”

的原则。贷款发放和囝收主要通过转账或银行卡等结算渠道,减

少现佥交易。小额贷款公司TO%的 资金应用于同一借款人贷款

余额不超过sO万元的小额借款人9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

不得超过∷资本金的⒌%。

第
=十

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

公司治理结构.制 定稳健有效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

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十五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健全贷款管理制度,明 确

贷款流程和操作规范,小 额贷款公司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小额

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第二十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加强内部控制:按 照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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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业务活

动和财务活动。

第二十七条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上眼放开,但 不得超过

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 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θ。

9倍。

第三十八条 小额贷款-公 司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按 要求向

公司股东、楣关部氵】、向其提供融资的锿行业金融机构
`有

关捐赠

∶机麴披露经中介机构审计的财务撇表和年度业务经营情况、融赘

慵况、鳌太事项筹稽恩”省金融办有权要求公司以遒当方式,适 时

向懑禽披鼙翼申鄱分内容或全鄣内容。

缫篮絷觏螽 咿圜人民镢衡分寞枫鞫对夺额贷款公司的利

率、爨蠢瀛豳遘∷行跟艨盥测,蒡 冁啥额贷黢公司纳入信贷征倌系

魏◇餮蠢融蠡建立小颟贷款公司搐恩动态监测系缆,进行赌要的

缆潴分拼。               ∷

小额贷歉公司遴寰期唰人民冁舒分叟飘构信贷征信系统和省
∴

螽融潞镩息动态∷监测系缆提馔锴款人、贷歙金颧、贷款担保和贷歙

偿遒等盟务儋息◇小镢贷款公司还藏向省金融办信息动态监测系

巍提筷融资慵况、离管人员、股权变勐质押等情况。

翳置鼙 邋鳘臀邋釉风险瞒藐

翳豆带爨 锚级有呆部闩爨揩导和督促各级政府加强对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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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公司的监管,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动态监测系统,及 时识别、预

警和防范风险,指 导市、县《市、区)政府处置和防范风险。

市、县(市 、区)政府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建立

管理制度,落实监管∴责任。工商部门做∷好准入把关、加强日常巡查

和信用监管,强化年度检查,督促企业合规经营。建立处置非法集

资联席会议制度,及 时认定非法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非法

集资的行为,加 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流向的动态监测,强化对贷

款利∷率的监瞥检查,及时认定和查处高利贷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

和拨备制度,准 确进行资产分类,充 分计提呆账难备金,确 保资产

损失准各充足率始终保持在 100%以 上,全面覆盖风险。

第三十二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向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申领贷款卡。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融Ⅱ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

将融资信息及时报送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县级政府监管部闸、中国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并 应

踉踪监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使用情况。k

第三十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有非法集资、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曲 县级政府负责查处,并 由

有关部门取消其小额贷款试点资格,吊 销营业执照9并 追究公司主

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主十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资格的终止包括解散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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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小额贷款公司可因下列原因解散 :

(一 )公 司鼙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二 )股东太会决议解散; ∷

(三 )因 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

(四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 )人 民法院侬法宣布公司解散。

小额贷款公司解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圜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向 公司登

记飘关申请办璎注销登记。

小颟贷歙公圊馥依潦鲎喾馥产的玢锒熙有关企蚍破产的法律

实魏馥产潴蕈。

簿豆带嚣螽 省硷融办会同省工商局、浙涯银监局和人行杭

州髀心吏衙等部闩,鳐箨对小颧黛款公司进行分类评价。对依法

念觏蛏曹、瀵有不良镩用氓录的小额贷款公司,向 镊监鄱门'推荐按

有类觏宸改制为村镇镊衔◇各地在试点嬲阃擅豳设立的小额贷款

公司不得榷薄改制为村镇镦衔。

鑫蛊常羝条 小瓤贷歉公司逮反本办法规定,各 级金融、主

藕、辗监δ人行等职能鄱问”根据畚自取能,有 权踝取警告、公示、风

险提示、绚飚小镢贷款公司董事躐瀛级管蠼人员谈话、质询、责令

簿瘵盥务、取淌篙冁螬理人员从此睽格箨搐施”督促英整改。

缣器絷魄畿 对稃馥风险晦患黎遘规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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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督促整改后拒不改正的,可 以委托指定的外部审诗机构进衔独

立审计,审计结果作为取消谶点赘格妁依据1

第三十八条 省金融办禽圃霭王商局、澌汪镊监局、人鼠镦衔

杭州中心支行,对小颧贷款公阌开展∷业务-创 新、合魏缀鬻、风险鼢

范等方面的培训王作。

镛六蕈 附  则

∷第
=十

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批准之目起施衔。

94



变题儡玄鑫鹬 /ak蒇 跏擒 通懒

抄遘:镙 蓥、省人大常婺会、省跛府、省政协办公厅,省 法院、省检

察髋,省 级各有关荜位。

省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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