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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刘少军 1

摘要：我国整个金融法体系和内容正在进行全面修订，以适应近 20 年来金融业务和机构

不断发展和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需要。目前，按照国家的立法规划和正在起

草和审议中的立法草案，其他金融法的内容框架体系已经基本确定，只有国家开发性和政策性

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有些专家学者主张单独立法，也有许多专家学者主张综

合立法；同时，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监管规定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本文

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立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综合立法，在立法中对其特殊内容进行

特别规定，并且应该采取综合监管体制，以适应我国目前国情和整体金融经营体系，以及改革

后的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和整体金融法治体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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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或区域的产业投资政策，弥补纯粹商业性产业融资的

不足和缺陷，由国家出资或主要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主要以国家担保债款为主要资金来源，以

政策性产业投资贷款为主要资金运用的具有银行属性的金融机构。我国目前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主要指国家开发银行。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能还需设立其他的相关机构。国家开

发银行设立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规范其运行的规范性文件除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所规

定的政策性银行的有关内容外，3主要包括《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

《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知》（国发〔1994〕22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

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以及2017年11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	刘少军，法学博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2	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开

发性金融机构定位。这里的国家开发银行是指其本身，不包括其子公司。
3	参见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2 条与第 50 条的规定。这里所称政策性银行事实上包括国家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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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原银监会”）出台的《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 2号） 1。除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大多数制定时间较早，与目前开发性金

融的实践有诸多不适应。2018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国家金融

监管体制和相应的职责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更需要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相关问题进行

深入检视，在借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

的立法方案。

我国对开发性金融机构一直没有单独进行立法，也没有在其他法律中进行单独或综合性的

规定，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现行金融法律未及覆盖当前所有的金融机构类型。许

多新型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均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信用合作

社、贷款公司、支付公司、期货公司和财务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同开发性金融机构一样，

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都没有专门规定，只有监管机构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了

规范。第二，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前期基本上处于转型阶段，还未形成相对稳定的金融机构体

系和业务经营规范体系，进行单独或综合立法的条件都还不够成熟。第三，我国的金融监管体

制也仍在探索之中，仍有进一步发展变化的空间。第四，前一阶段立法机关的立法任务较为繁

重，对金融法律体系的全面、系统性梳理尚未到时机。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初

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对于经过20多年改革、发展基本形成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金

融体系而言，现行的金融法律体系已经明显滞后，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已势在必行。在

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也应当提上日程。

事实上，对金融法律体系的全面修订目前已经启动。归纳我国已确定的金融法律体系修

改制定规划和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具体逻辑顺序如下：第一，将现行的《证券法》修改成为一

部完整、系统的“资本市场法”，对全部可均分、转让的收益凭证和投资合同的发行与交易行

为加以全面规范2。第二，将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对所有涉及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的“货币市场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使之成为一部“货币市场法”，

只要金融机构经营其中某项业务，就必须接受该法律的调整3。第三，制定“期货法”，对全部

期货业务行为进行完整系统的规范，使其成为一部完整系统的“期货市场法”4。第四，修改和

1	该办法对国家开发银行的市场定位、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管理、激励约束和监督管

理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2	参见我国目前正在审议的《证券法》草案和《期货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3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商业银行法》修改列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

律草案”，对于如何配套修改后的《证券法》和《期货法》，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商业银行法》

修改为“银行业法”。目前“银行业法”的专家建议稿已经在起草之中。
4	目前我国《期货法》草案已经进入二审阶段，它的基本立法目标应该是“期货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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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托法》《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些法律的许多内容

也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上述金融法规的修订，使整个金融法律体系成为

全面覆盖各种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务和机构的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而开发性金融

机构的立法作为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必须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加以考虑。

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存在开发性金融机构。世界第一家带有政策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是1816年设立的法国信托储蓄银行（银监会政策性金融运行与监管研究课题组，2017）；此后，

为促进工业发展，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纷纷设立了具有开发性职能的工业银行（肖应

博，2015）。目前，随着发达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结束，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分化：“部

分机构启动私有化、商业化改革，或因亏损而重组；部分机构则配合国家战略，进行调整业务

重点，同时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业务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益言，2016）。这一分化是与

这些国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并没有普遍规律。就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而言，绝

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先立法再设立的模式，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了先设立后立法的模式；在立法

体例上，基本上都是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即“一行一法”的模式，很少有制定综合的“政

策性银行法”或在“商业银行法”或“普通银行法”中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情况（赵倞，

2010）。国际上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同的立法模式，与其法治情况和金融体系状况是直接相关的，

因此，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的考量，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还应重点考虑

我国的具体情况。

二、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体例选择

依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对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立法规范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

界都是没有争议的。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最多的，是应采取什么样的立法体例。即是参

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采取“一行一法”的模式进行单独立法，还是综合制定“政策性银行法”，

亦或在“银行业法”中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银行业务进行特别规范。如上文所述，正确的选择

既不应照搬外国的立法模式，也不应简单地进行综合，而是应在认真对比分析各种模式优缺点

的基础上，按照我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规划的相应要求来确定。

（一）单独立法优缺点分析

对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单独立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日本的《开发银行法》、韩国的

《产业银行法》、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法》、俄罗斯的《开发银行法》、南非的《开发银行法》

和印度的《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法》等。鉴此，我国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也主张进行单独立法。

例如，王伟（2016）认为，在现行《商业银行法》之外，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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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条例》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在未来条件更加成熟时，则应提升立法的效力层级，由全国

人大制定《国家开发银行法》。又如，蒋振铎（2016）认为，我国应吸收国际先进经验，针对

国家开发银行这一开发性金融机构单独立法，合理界定业务范围，完善开发性金融机构组织架

构，推动建立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绩效考评体系。王伟等（2017）还提出，应在前期已有相关行

政法规及多年来开发性金融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颁布《国家开发银行法》。本文认为，

单独立法既有其他立法模式难以比拟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它特有的不足。

采取单独立法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方便明确认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法律性质和地位，以区别于纯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纯粹商业性金融机构。二是便于确定其业务

经营模式与业务经营目标，明确其与国家财政、投资对象、监管机关以及立法机关的关系等。

三是便于相对灵活地调整其治理和经营管理模式，可以根据需要，具体规定其机构治理体系，

根据职能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它的经营管理目标及经营管理机制。  

这种立法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与

其他银行业类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基本相同，如果单独立法，会导致规范内容的大量重复或不

完整。二是金融监管体系具有相似性，单独立法也会导致监管内容的大量重复或不完整。三是

同一体系内的法律被割裂，建立统一完整的业务规范体系和监管体系困难，不利于对同类业务

进行统一规范和监管。

（二）综合立法优缺点分析

综合立法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单独制定综合的“政策性银行法”，二是指制定完整统

一的“银行业法”。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对所有经营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业机构进行统一立

法。例如，董伟和韩荣新（2010）认为，将这些单独的政策性银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在

一起，就形成了内在统一、协调的政策性银行法律体系；它将与商业银行法律体系、证券法律

体系等共同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又如，马立民（2006）提出，既然政策性银行已成

为一类独特的银行，而且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应该制定一部统

一的法律加以规范。如前所述，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

鉴此，应将经营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业机构、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银行业的一个组成部

分，或者将其具体分为政策性银行和投资性银行，统一纳入将要制定的“银行业法”之中。例

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商业银行法》修法研究课题组（2016）认为，可借《商业银行

法》修法以及改立“银行业法”的契机，将政策性银行立法和“银行业法”立法一并考虑。在

“银行业法”中对政策性银行的经营行为、资产要求、风险控制、资本约束和公司治理等方面

确立相关原则，并进行立法规范。

综合立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按照业务性质和法律关系进行分类规范。这不仅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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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类业务进行统一规范，避免立法内容的重复，而且也符合法学规律进行立法的一般性要

求——同一类型的法律关系必须在同类法律中进行统一规范，从而可以避免导致实践中法律关

系和各方主体权利义务或权力职责的混乱，产生执法、监管和司法的困难。同时，综合立法还

有利于不同类型的银行业机构进行混业经营，使其可以根据需要，比较灵活地调整其业务的政

策性质与商业性质。因为，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

行调整。此外，综合立法更便于对同类业务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和执法监督，便于进行司法裁

判；还可以避免出现法律规范和监管的重叠和漏洞，也可以避免因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而导致

司法的裁判困难。

综合立法方式也存在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可以充分考虑到业务规

范、业务监管和相关司法的统一性，但却难以完全顾及到机构性质的差异性，不能完全按照各

类银行业机构的性质差异，完整、系统地规范该机构的业务和监管行为。二是综合立法只能做

出原则性的规范，不可能针对特定的金融机构做出详细具体的业务规范，不便于该类机构完全

独立地依据该法律经营，通常还必须在法律的原则性规范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操

作性规范。

需要说明的是，综合立法也还可以分为政策性机构与业务的综合立法和全部银行业机构与

业务的的综合立法。由于它们的综合程度不同，也会各自有其优点和缺点，差别只是其优点和

缺点的程度问题。

（三）我国的现实选择

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体例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其还涉及现实的选择。这就需要在参

考世界各国的作法的同时，深入分析我国现实的立法条件。

虽然根据前文的分析，每一种立法体例均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但综合起来考虑，本文认

为，还是应该将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作为未来“银行业法”的组成部分，也即采用综合立法的

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我国的立法规划上来看，如果已经决定将现行的

《商业银行法》修改为“银行业法”，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属于银行业中的一种类型，则必须被包

含在“银行业法”之中；否则，会导致“银行业法”的不完整。1第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

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基本业务还是属于开发性借款业务和开发性贷款业务。而这些业

务在法律关系上同普通银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就应该在同一法律关系

中进行统一规范，如果将其进行分别立法，必然会导致同一法律关系的重复规定。这不仅不利

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引起误解。第三，制定“政策性银行法”不具有可行

性。一是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并不是纯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法律关系

1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在“中国金融业的法律框架及立法进程”中提出，利用修改《商业

银行法》的机会立一个“银行业法”，以解决信贷市场主体商业银行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法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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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不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事实上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也都经营一定数量的政策性业务，

在法律关系上难以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第四，当代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法律关系为核

心，而不以机构性质为核心。以机构为核心的立法指导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以

法律关系为核心区分不同业务关系，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适应未来“混

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的要求，同时便利金融监管体系的调整。1

在前期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体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是从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出发的，

希望对开发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法律规定，这种观点略显片面，没

有顾及整个银行业体系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并且，这种从机构出发进行金融立法的观点也已经

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实践。在混业经营与功能监管的总体金融发展目标下，立法应主要强调的

是法律关系和业务关系，而不是机构性质。此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看，开发性金融机构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仍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如果将机构性质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也不利

于这些机构根据国家发展需要灵活地调整业务经营方向，为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

策服务（肖应博，2015）。从国际经验看，为保证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许多国家的这些金融机构都是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不仅

是当代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也同样是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组织形式，

它们的规范和监管规则也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如果分别立法，而不是将其纳入统一的“金融

控股公司法”中进行规范和监管，也同样会造成整个法律和监管体系的混乱（刘少军，2016）。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在“银行业法”中规范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业

务。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监管实践。2

三、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的特殊规定

承认开发性金融机构是银行业的组成部分，将其基本规范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进行统

一规定，并不否定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遵守和适用普通银行

业的一般性规定外，还应该在“银行业法”相应部分针对开发性金融机构做出特殊的规定。这

些规定主要应涵盖机构性质、经营目标、经营管理、危机处置、监督管理等方面，以满足其在

1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就需要必须以法律关系和业务关系

为基础设计金融法律体系，既要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又要适应“功能监管”的需要。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明确了这种指导思想，并据此做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决定。
2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

国进出口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3 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

〔2017〕4 号）都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必须纳入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范畴，由银行

业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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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的特殊需要。

（一）机构法律性质的特殊规定

本文认为，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银行业机构应包括普通商业银行、国家专业银行、

贷款金融公司、支付金融公司四种基本类型。1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国家的专业银行，

这应该是一类特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基本特征应包括资本性质、业务范围，以及同国家

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从资本性质上来讲，国家专业银行应该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这是由它的业务性质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法律不应该让非国有资本设立的金

融机构主要经营政策性业务；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原则。从业务范围上来讲，

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不需要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也不应该以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其贷款的主

要资金来源；否则，无法从资金成本上保证其业务经营的政策属性，也会与普通商业性金融机

构形成不公平的业务竞争。从贷款范围上来讲，其应选择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意投资的领域，

或者是不能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投资的领域，以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保持业务和竞争的法律界限，

实现其应有的业务功能。这样的规定，也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类似金融机构的普遍性作法，是市

场经济的普遍法治规则（王剑，2014）。

关于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的特殊规定，主要是明确其业务性质是属于商业性的还

是政策性的。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一开始都被界定为政策性银

行，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国家开发银行于2015年被正式界定为开发性金融机构。2关于“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学术界还存在争议。王伟（2016）将其概括为：“代表性的

观点有：一是‘商业银行论’，认为转型后的开发银行就是商业银行……；二是‘商业化运作

的政策性银行论’，认为开发银行尽管进行了商业化改制，但从其承担的职能看，仍然是政策

性银行……；三是‘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论’，认为开发银行应当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兼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本文认为，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本质上应该主要属于政策

性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投资政策应该是它的基本职能；与此同时，它也可以经营商业性业务，

以商业性作为其补充或项目选择的辅助性标准，或者通过其商业性子公司投资于商业性开发项

目。就此而言，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是以政策性业务为基础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这种

1	普通商业银行是指能够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和其他银行业业务的金融机构；借款金融公司是指专业

经营发放贷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金融公司是指专业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国家专业银行是指由国家出资设立的专业经营某类银行业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开发性金融机构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详见刘少军，《商业银行法》改为“银行业法”的总体构想，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6 期，51-61。
2	参见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55 号）中对国家开发银行性

质的界定。



552018 年第 6 期

法律性质的确定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定位，它们大多都不是某类纯粹的

金融机构（曾啸天，2016）。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

会令〔2017〕2号）设有“市场定位”的专章，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属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但

因其立法层级所限，其只能在现有国家和政府规定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的实施细则性规定，而

不可能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在未来制定的“银行业法”中，应明确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这种特殊法律性质，以区别于纯粹商业性经营的商业银行和纯粹政策性经营

的政策性银行，以及纯粹商业性的贷款金融公司和支付金融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机构经营目标的特殊规定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它的经营目标：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以政策性业务为基

础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它的基础性经营目标就应该以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核心；既然肯

定它具有商业性质，无论其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都必须进行宏观项目评估和财务评估，

就应严格按照评估的结果确定投资项目。就政策性投资项目而言，其宏观经济评估的结果必须

为能够取得宏观净利润，其外部性收益必须大于其外部性成本；就商业性投资项目而言，它不

仅能够取得宏观净利润，还必须能够取得财务净利润，其内部性收益必须大于其内部性成本。

当然，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政策性投资项目和绝对的商业性投资项目，商业性项目也必须考

虑政策性，政策性项目也必须考虑商业性，只是项目中政策性因素和商业性因素所占的比例不

同。从最终经营结果上看，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能够做到保本经营，或者在得到国家财政补

贴后能够保本经营。这同样是由其法律性质决定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是财政机关，它必须按

照银行业的基本原则经营。1

当然，法律上规定的只应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基本经营目标，作为国家的纯粹国有开发性

金融机构，它的具体经营目标还是可以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具体调整的。2事实上，世

界各主要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目标也都是在不断调整的。从整个世界来看，各国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初的经营目标主要是支持国家经济工业化，此后转变为支持大型公共项目

建设，目前许多已经转变为支持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肖应博，2015）。以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为例，其设立初衷是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紧急重建提供融资援助；而目前，其主要是在欧洲

复兴计划和共同任务框架下开展中长期信贷业务，经营目标是为促进地区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魏维、郭红玉和梁斯，2016）。联合国的相关报告中也指出，各国的

开发性银行具有商业银行不具备的长期融资专业技术能力，能够在推动长期融资市场发展、为

1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2	 《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17〕2 号）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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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对私有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并有利于促进私

有部门的发展（肖应博，2015）。

（三）机构经营管理的特殊规定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和经营目标，决定了它经营管理的特殊性。从资金来源上来

看，一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降低资金成本，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得吸收社会公众存款，只

能通过资本金和债券等私募方式筹集资金。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普通商业银行的最大区别之

一。二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筹集政策性投资资金，政府财政部门应提供信用担保，或者以其他方

式给以信用支持，以提高其信用水平降低资金成本。这也是与普通商业银行的重要区别。三是

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直接接受政府投资项目拨款，或者政府直接对项目进行资

金补贴，以作为政策性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也是世界各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作法。如德国

政府对复兴信贷银行促进东部地区企业发展贷款，一方面是按其风险基金1%的利差拨付现金；

另一方面，还承担了其25%的第一债务人的风险（韩来，2004）。

从资金运用上看，一是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满足国家政策性投资项目的投资需要，必

须优先从国家政策性投资项目中选择贷款项目，且在此之前，不得对商业性投资项目提供贷

款。二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得与普通商业银行竞争投资项目，它的商业性项目投资也必须选择

普通商业银行拒绝投资的项目，或同普通商业银行联合进行项目投资。三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投资项目必须同普通商业银行一样进行严格的项目评估，达不到国家宏观经济评价标准，不得

进行投资。否则，相关决策人员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四是国家对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及其政

策性投资项目应给以税收优惠、利息补贴、亏损补偿等财政支持，以保证其能够正常经营。这

也是世界各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作法，如德国政府就给以复兴信贷银行以财政支持，包括

资本金补充、税收优惠和亏损弥补等（徐铮，2014）。

（四）机构破产处置的特殊规定

普通商业银行的破产处置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业务经营接管、监管主导重组、司法主

导重整和司法破产清算1。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属于普通的商事法律主体，其在财产法律方面应该

严格按照传统的财产法规则执行，不能具有任何财产法方面的特殊权利义务。在其不能支付到

期债务的情况下，按照《企业破产法》，债权人或债务人都有权向法院申请进入破产程序。它

可以首先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重整；如果重整不成，也可以宣告破产，进行财产清算和剩余财

产的分配。不同的是，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通常是国家的唯一同类机构，难以像普通商业银行

一样进行业务经营的接管，也难以像普通商业银行一样由监管机关主导其重组；同时，由于开

1	 参见《商业银行法》第 64—72 条，《企业破产法》第 70—12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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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金融机构不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应该获得中央银行的直接贷款救助，这同其

机构的法律和业务性质不具有对应性；此外，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不吸收社会公众存款，也不

存在存款保险的问题。 

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国家金融机构，它发生信用危机也通常是由于执行国家经济政策

引起的，因而从法理上讲，应由国家财政对其经营危机进行直接的救助。救助的方式既可以是

直接向其拨付救助资金，也可以是再为其担保而筹集流动资金；救助的时点既可以是在没有进

入破产程序之前，也可以是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的重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既可以

采取债务担保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普通形式的债务人债务减免方式；既可以采取资产出售的方

式，还可以采取机构重组的方式。具体采取哪一种方式，应根据国家对该机构的需要来具体确

定。在国家准备取消该金融机构的条件下，也可以允许其按照企业破产程序由法院宣告破产，

进行财产清算和剩余财产分配。

四、开发性金融机构立法与监管体制

开发性金融机构法律性质、经营目标、经营管理和危机处置上有别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

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使它在监督管理上也有别于其他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也必

须肯定，它又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必然的联系。由于开发性金融机构既具有比较

强的政策性也具有商业性，它的监管要求、监管内容、监管目的都不同于一般商业性金融机

构，在监管的责任部门上，一般商业银行大多受本国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中央银行的监管，

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多受政府部门的监管（王松军和信杰，2016）。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开

发性金融机构应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仍需从一个更宏观、系统的角度对开发性金

融机构的监管问题进行理顺。

（一）现行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需接受多个行政机关的监管：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对该机构具有监督管理权责。其中，“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

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

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金融机构，国家财产权行使部门代表国家享有出资人权利并承担出资人义

1	 参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2 条、第 50 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5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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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

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1具体来讲，我国是由中央财政机关（即财政部）具体行使对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职责和权益，它必须依法从出资人的角度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区分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事实上，这些机

构都是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现行政策性金融监管大体还是按照分业监管和

机构监管的基本思路设计的，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监管，但并不区

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特别是对政策性业务缺乏完善的监管指标规定，商业性业务也应

按照机构监管，事实上没有完全按照普通商业银行的标准来对待。须对各项监管指标参照商业

银行相关监管指标进一步细化。我国现行法律虽然也规定，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金融机构享有监

管的权力，有关监管措施统一适用于所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但由于没有具体区分政策性金融

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且对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没有具体的监管

规定，具体的监管职责也有待进一步细化。我国对开发性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财政部从出资人的角度来实施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出资人的监管与专业上的监管是不

同的，严格来讲，其应属于内部管理而非监管。

（二）国际相关体制的比较研究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体制，主要取决于它的资本属性、政策属性和业务属性。从世界范

围来看，绝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都是由国家控股或完全国有的。世界银行对部分国家开发性

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95%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由国家绝对控股，其中完全由国家持股的占74%

（肖应博，2015）。开发性金融机构资本来源以国家投资为主，或完全由国家投资，并且在资金

筹集上由国家信用担保，这些共同决定了它的监管机关是政府财政部门。从这一角度看，通常

也都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行使监督管理权。如根据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法》的规定，财政部

对复兴信贷银行进行监管，并就监管事宜与经济和劳动部进行协商；2日本的《政策投资银行

法》也规定，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由首相和大藏大臣共同监管；韩国的《产业银行法》亦规定由

财政部部长依法对其进行监管。相比之下，普通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则通常由中

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监管（王松军和信杰，2016）。

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相关业务上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类似的业务操作和法律关系，因此

也应受到普通银行业监管主体的监管。“国际上普遍认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当遵从与私人银

行一致的监管标准，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会计和透明度等。出现问题时监管部门应当比

1	 参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第 2 条、第 3 条，以及财政机关金融企业所有权管理的相关规定。
2	 根据德国最近作出的监管调整，其联邦金融监管局也有权对该行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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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调査显示，76%的机构与本国私人银行有着共同的监管者，通常是

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机构，其余机构则以提供战略指引的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肖应博，

2015）。同时，作为以政策性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它的业务行为和行为结果还必须接受社会的

监督。如德国复兴银行必须依法每年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年度的公司治理报告（王学人，2014）；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也大都建立了以严格的内部审计与监察、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部门评

估、预算审批监督以及国家审计机关不定期审计等为基础的内外部多重审计制度，对其业务工

作进行层层的内部与外部监督（贾康和孟艳，2010）。

（三）我国监管体制的现实选择

我国正在进行金融法治体系和监管体系的全面改革。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已批准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无论是国家的改革决定，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

的认识，都倾向于认为，应建立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既适应混业经营又适应分业

经营的金融体系，即建立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划分为主、以机构划分为辅的法治体系；同时

认为，确定以业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为核心划分金融法律体系，将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修改为

“银行业法”，并在“银行业法”中对所有的银行业业务和机构进行统一规范。在此基础上，对

开发性金融机构中与普通银行业通用的法律规范，应在一般规范中规定；特殊的法律规范，则

应作为特殊规范来规定。为与这一法律体系相适应，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还应该作出相应调

整，并在未来的“银行业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从总体上讲，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应针

对其资本性质、政策性质和业务性质三个方面，它们共同决定了其监管体系：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本性质上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全部国家出资设立的。资

本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管，目前是由财政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资本性质的监管。但

是，从最终资本性质监管的角度看，应由立法机关最终监管，必须向立法机关报告其业务经营

情况，财政机关只能是受托进行日常的资本监管。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质上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既经营政策性投资也经营商

业性投资，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由立法机关决定、行政机关具体执行的。因此，政策性业务的日

常监管，应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来执行，也可以具体由财政机关来代为统一行使。

从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来看，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银行业的形式经营的，

其在具体业务的经营方式和内容上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作为银行业金

融机构，其必须接受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的业务监管。从另一个角度看，开发性金

融机构也会经营商业性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其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是基本一致的。

就此而言，其应当接受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管机关的日常业务监管。未来，必须在立法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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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哪些内容执行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体系，哪些内容对其规定特殊的指标体系，以对其实施

严格的业务监督管理。

在我国未来的法律体系中，上述三个层面的监管均应得到完善。就资本性质的监管而言，

应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修订进行完善，即将我国目前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仅规范国

有工商企业延伸至国有金融企业。同时，还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资本性质监管的具体机关及其

监管职责，明确该类监管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责划分，明确最终监管与日常监管之

间的职责关系。就政策性质的监管而言，应在修订我国相关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与《行政

许可法》时进行完善，明确国家经济政策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明确国家经济政策执行

的责任机关和具体执行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执行的范围和程度，明确经济政策执行的

具体监管机关，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具体监管机关。就业务性质的监管而言，应在修订我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时进行相关完善。在修订《中国人

民银行法》时明确中央银行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而在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

督管理法》修订成为“银行业法”时，可具体规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特殊规范和监管职责。

五、结语

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立法问题不仅是这类机构自身的问题，也是国家整体性立法规划的

系统性问题。它既需要从《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也需要从《行政法》的

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更需要从整个金融法体系的角度进行规范和完善，以使我国的整体法律

体系和金融法律体系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法治体系，

才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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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ire financial law system and clauses of our country is being fully revi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t present, the framework of other financial laws 

has been basically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islative plan of the state and the draft of legislation being 

drafted and deliberated. There are still great disputes over the legislative issue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orien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advocate the single independent law and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advocate for synthesis. Meanwhile, there are intens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pecific clauses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of the legislation of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we should adopt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for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pecial clauses should be included to for their special businesses, and we should adopt 

the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 This is to suit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ystem, 

and to meet the needs for 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legislation after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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