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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企业集团的概念界定与分类

（一）企业集团及分类

1. 产业型企业集团

二、研究方法

三、创新点

产融结合是企业集团战略发展的重要方向，融融协同是企业集团金融发展战略的新趋势。当前，企业集

团内部金融业务快速发展，金融产业成为企业集团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我国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背

景下，大型企业集团正逐渐形成“集团混业、法人分业”的发展格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最佳实践和我国重要一类金融机构，与集团内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如

无特别说明，简称：“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即广义的金融机构）共生发展，为企业集团深度推

进产融结合贡献积极力量。

财务公司是具有支付清算与结算、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多种功能”金融机构，

同时兼具内生型金融机构“辅助集团管理职能”的双重身份，与集团内其他金融机构既存在功能重叠、职能

相近的特点，也在业务模式、监管合规和服务定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财务公司与集团内其他金融机构存

在着竞争合作和协同共生的密切关系。因此，处理和协调好财务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对形成合力、

促进企业集团金融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支持集团实体产业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财务公司与集团内其他金融机构关系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中国财务公司协会设立本课题，组织和

邀请多家具有代表性的财务公司进行专题研讨，向行业内各财务公司发布调查问卷，梳理分析相关数据，科

学设计研究框架，对财务公司与集团内其他金融机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课题组基于研讨会与调卷内容，以调研报告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集团战略、监管环境和业务功

能三个维度分析上述关系产生的原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将有助于企业集团明

晰其他金融机构的战略定位，有助于为监管部门对财务公司进行特色监管提供参考，有助于财务公司丰富自

身金融功能和发挥协助管理职能，提升我国企业集团融融协同的效果，以融融协同提高产融结合效果，提升

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企业集团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本课题组界定的企业集团概念是参考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的定义。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

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

本课题主旨在于分析财务公司在不同类型企业集团金融产业中的发展策略，按照是否以实体产业为主，

将企业集团分为产业型企业集团、综合型企业集团 1，具体特征如下：

实体产业为主的企业集团，集团内金融机构一般较少，以财务公司和类金融机构为主，其金融产业利润

并非主要利润来源，例如：中核集团、中国化工集团、申能集团、浙江交投集团、物美集团、忠旺集团等。
梳理和研究融融协同与产融结合的相关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案例分析和

SWOT 分析法。具体研究路径是：课题组从梳理产融结合、融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我国企业集团其他金

融机构类型出发，进行基础概念、文献综述方面的工作；深度分析调研数据，梳理面临的监管政策，了解财

务公司与集团内其他金融机构的定位与关系现状，从外部监管、企业集团和财务公司三个层面提出问题和建

议。课题组结合理论研究、研讨会、调查问卷内容，进行多次集体研讨形成本课题研究内容。本课题附录是

提交调卷的财务公司名录以及其所在集团控股 / 参股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的情况，供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参考。

一是首次开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与集团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分析，系统梳理财务公司所在企业集团金

融产业发展现状。

二是构建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与集团其他金融机构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即由集团战略、监管环境和业

务功能构成的分析维度。

三是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与集团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比较研究。运用 SWOT 分析法，对财务公司的优势、

劣势、机会和挑战加以系统考察。

四是针对提出了财务公司与集团其他金融机构关系的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绪论

 具体划分方法，详见第六章 结语 二、不足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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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概念界定

1.“多功能”金融机构和混业联合体

2. 辅助集团资金管理和辅助集团金融产业管理的职能

我国现行金融业是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主的格局，本课题用“多功能”来表达财务公司的多业务领

域的特点，即财务公司可以被称为“多功能”金融机构。

根据《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金融控股集团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所控股机构共同构成的企

业法人联合体，是一种“法人分业、集团混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被称为“混业联合体”，这种形式实现金

融业务发展的多元化，同时不违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格局。

财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都具有 “辅助集团管理”的职能。本课题为了清晰界定、分析两者的关系，

将该职能分解为：辅助集团资金管理、辅助集团金融产业管理两方面，前者侧重于资金资源的管理，后者侧

重于对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的管理。

我国金融监管按照监管部门将各金融业态进行分类和管理，各部门负责各自领域牌照的发放和备案，要

审批和备案的金融业务资质有 30 多种，涉及到的金融监管部门除了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熟

知的金融监管机构之外，还有商务部以及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为详细了解财务公司与集团其他金融机

构共生共存、相互关系，课题组设计调查问卷，调查所在集团及成员单位控股、参股集团内金融机构的情况。

关于金融机构的范围界定，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根据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金融业务的报告范围 3”

的中央企业及所属的全部金融子企业，列为基本研究范围；再次，增加作为集团境外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平台，

二、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类型

经营集团内部融资业务，提供企业财资服务或订立企业财资交易的境外财资中心这一机构类型；最后，结合

国家统计局 4 和人行 5 关于金融业机构的分类标准，共 37 类机构（见表 1），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机构：一是

由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监管或颁发许可证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类公司、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支付公司等；二是广义的金融控

股公司：包括人行颁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的金融控股公司 6，以及目前企业集团为

实现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统筹管理而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管理公司、资本控股公司等“准” 金融控股

公司；三是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及其他机构监管（含联合监管）的具有一定金融功能的机构：融资租赁公司、

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小贷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财资中心等。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采用复合分类方法将金融企业划

为四大类：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其他金融业（见图 1），财务公司属于货币金融服务类别的非货

币银行服务，其注释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为企业融资提供的金融活动，活动包括：企业集团、大型联

合性企业及其他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的活动；外资投资性公司设立的财务公司的活动；以及其他财务公司活动。

2014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JR/T 0124-2014）金融行业标准，统一我国金融

机构分类标准，明确了我国金融机构涵盖范围，界定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组成。财务公司属于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由于人行于 2020 年 9 月正式颁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于 11 月发布《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可见，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管理刚刚

启动，截至本课题定稿时，暂未获悉有人行发牌的金融控股公司。因此，无如特殊说明，本文分析的金融控股公司扩

展为广义概念。

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 7+4 类机构监管：7 类机构是指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4 类机构是指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

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本处仅列示 10 类，剔除 1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后续调卷，无此类机构）。

央企上市的金融控股公司有：五矿资本（600390）、中航资本（600705）、中油资本（000617）、中粮资本（中

小 002423）、国网英大（600517）、国投资本（600061）。

2018 年，国资委为加强对中央企业金融业务风险的监管，要求中央企业集团以季度为单位，在中央企业和所属金融

子企业财务快报及监管报表上报后，统一向国资委报告“中央企业金融业务运行情况”，包括按季报送《中央企业及

所属单位投资金融类企业情况表》，以及专项报送《中央企业参股金融类企业情况统计表》等相关报表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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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2、

3、

2. 综合型企业集团

除产业型企业集团以外的集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实体产业与金融产业发展并重，或侧重金融产业

发展，该类集团金融资源已经发展较为成熟，一般控股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中一个或多个类型，例如：

中信集团、招商局集团；或为统筹集团金融产业管理而设立并上市的金融控股公司 2，例如：中油集团、中

航工业集团等。二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例如：国新集团、诚通集团，以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例如：中交

集团、宝武集团等。

表 1 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种类

主要监管机构 种类数量 机构种类

人民银行 2 金融控股公司、支付公司

银保监会 18

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6 种保险类公司 ( 财产保险公司 \ 人

身保险公司 \ 再保险公司 \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 保险经纪公司 \ 保险代理公司 )、

信托公司、金融租赁、贷款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自保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证监会 3 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各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 7 9
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

担保公司、小贷公司、投资公司、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

其他 5

基金业协会管理下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联合监管的互联网金融；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债券市场管理部门监管的信用增进机构；

境外财资中心

总计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