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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思考

吴革山夭半山

(黎明职业大学经济贸易系，福建泉州362000)

摘 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转变。消费信贷业务在商业银行中将占据日益重

要的地位。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急需改变与外资机构相比的薄弱环节，跟进国内市场金融体制的各项改革，

应对利率市场化等变革，充分利用现有各种个人业务的丰厚客户资源，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加快推进消费信

贷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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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消费信贷是指消费者以其收入为基础向金融

机构申请借款。金融机构核准后对其发放贷款用于

满足消费需求的一种信贷方式。消费信贷的债务水

平取决于借款人能承担多少和偿付多少，与可支配

收入和信用状况的关系十分密切。经过这些年的发

展。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单一的存单质押贷款到现有的多品种创

新。从消费领域看，已形成了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

体．包括汽车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家居装修贷款、

度假旅游贷款等多个消费领域。从信贷工具看，发

展了信用卡、存单质押、国库券质押等多种方式。从

开办消费信贷业务的机构看，由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发展到有条件开办信贷业务的所有商业银行。

相对于公司类信贷业务，消费信贷具有客户群体广

泛、市场潜力巨大、风险小等诸多优点，为此，近年

来各商业银行都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消费信

贷业务，并具有了一定规模。但统计表明，各行消费

信贷的规模仍未超过其信贷总规模的lO％，有的中

小城市商业银行甚至不到1％。但在发达国家消费

信贷规模一般占商业银行信贷总额的30％以上，我

国香港地区消费信贷约占信贷总额的40％一50％，由

此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仍处在初级发

展阶段。

二、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分析

1．缺乏有效的担保、保险和保证制度

我国已有的担保法规没有针对消费信贷的相

关规定，消费者在申请消费信贷时很难选择有效的

担保形式。同时，由于房地产二级市场发育滞后等

原因，抵押房产变现能力较差。不能为贷款机构提

供有效的风险保障。【iJ而国外发达国家在运用消费

信贷扩大消费的实践中，既有商业保险的制度，也

有政府机构提供保险和担保的制度，特别是政府对

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的做法。对许多中低收入的

居民运用消费信贷扩大消费需求发挥了相当大的

作用。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通过发行以抵押贷款为

担保的长期债券等方法，为抵押贷款提供保证和支

持，提高了贷款的安全保障程度。但是，我国目前在

这些方面仍是空白。圆

2．缺乏资产证券化的有效手段。导致银行流动

性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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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将不具备流动性的贷款转化成为

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

动性，缩小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在期限和流动性方

面的差距。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主要消

费贷款都具有期限较长、金额较大、客户分散的特

点，而商业银行的负债期限却相对较短。在允许银

行参与的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的情形下，银行无

法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建立融通长期资金的渠

道，从而形成“短存长贷”的格局，使资产负债期限结

构不匹配，流动性风险显著上升。

3．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尚未

成功

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三万多美元，新加坡为

二万多美元，而我国仅有几百美元，约相当于美国

人均的1／40。新加坡的1／25。客观上来说我国人均

可支配收入太低．这是内需求难以增长的重要因

素，加之就业、医疗、教育等压力有增无减，相关保

障体系又不健全，造成居民预期收入不确定，可支

配收入减少，也大大影响了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

直接造成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从而影响消费信

贷业务的持续发展。

4．重公轻私的观念依然存在，经营观念不明确

在国外，如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大企业较少在

货币市场进行融资，即向银行借款，而转向资本市

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所以银行总贷款相

对资本市场总规模要小得多．由于这种变化银行把

信贷重点集中于个人贷款市场上．目前在美国、新

加坡等发达国家。个人贷款都要占其总贷款的40％

左右；而在我国目前，北京、上海以及广东、浙江等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消费信贷发展势头猛进．增幅

较快。而广大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行仍

然存在“大信贷”思想，缺乏对信贷市场零售化发展

趋势的正确认识，忽视消费信贷在转制增效和调整

优化信贷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简单地认为消费信贷

余额小，客户分散，工作量大，不易管理。因此，工作

重心依然向法人客户贷款倾斜，致使对消费信贷的

投入不够，市场阵地不断流失。翻

5．信贷结构不合理，导致消费信贷门槛过高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经过数年的发展

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

距依然很大，如美国的花旗等银行、新加坡的大华

等银行都有众多的消费信贷产品，由于利率己经市

场化等因素使各家银行的金融产品差异化很大．由

此形成不同的个性化服务，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

求。而目前我国由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品

种单一，制约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

6．农村地区是我国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薄弱环
节

在农村地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缓慢，金融

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网点少，使得农民借贷极为

不便；由于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加之商品流通渠

道不畅，大多数银行都把信贷业务发展的重心放在

为农民的生产提供资金上。对于农民的消费需求则

不甚重视，消费信贷产品非常有限；农民的消费信

贷观念薄弱。

建议

三、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对策及

1．完善消费贷款担保制度

消费信贷作为超过消费者即期收入的一种行

为，由于还贷时间较长，建立行之有效的担保和保

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给消费信贷业务创造

宽松的政策环境，首先，我国应完善现行《担保法》，

增加有关个人消费信贷的详细条款与内容，如对担

保的方法和程序、抵押物的评价、登记及公证等，都

应加以明确和规范。以切实解决在消费信贷担保方

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其次。培育规范的抵押品二级

市场，使各种贷款抵押物能够在市场上迅速变现。

同时，为了防范市场风险，商业银行要对抵押品进

行正确的估价，并适当降低抵押率，以防止抵押物

品在贷款期限内价格大幅下跌，给商业银行造成损

失。第三．可考虑由政府出面组建由财政、保险公司

及国有商业银行参股。并向社会集资的具有法人地

位的消费信贷担保公司。专门为消费信贷。尤其是

为长期消费信贷提供担保，承担或化解借款人的信

用风险。嗍

2．逐步健全资本市场，实现消费贷款证券化，分

散信贷风险

在健全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

证券化，将其持有的消费信贷资产，按照不同地域、

利率、期限等方式形成证券组合，出售给政府成立

的专门机构或信托公司。由其将购买的贷款组合经

担保和信用增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

投资者。由于消费贷款具有利率、借款人违约、提前

偿还等多种风险。通过政府专门机构或信托公司对

证券组合采取担保、保险、评级等信用手段可保护

投资人的利益，也降低了发行人的融资成本。同时，

抵押担保证券以消费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为基础．

期限较长，收益风险比相对较高，为金融市场中的

长期机构投资者提供了较理想的投资工具。嘲

3．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居民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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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持久稳定的收入是居民长期消费倾向保持稳

定的主要因素。持久收入同样可以增加居民对未来

收入的确定性，从而增强消费信贷的信心。同时．

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社

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强

消费信贷的信心。

4．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以客户为中

心的经营管理理念

首先，应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思想，这

样才能使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更加

准确，并形成较持久且不易被模仿的竞争优势。其

次，要树立质量和效益并重观念，在消费信贷业务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

务必须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嘲再次。要树立现代营

销观念，必须意识到营销是从市场调查、分析、研究

客户需求开始。进而设计开发产品。满足客户需要。

5．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增加消费

信贷品种，创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以香港为例，香港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就

同银行业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对于住房按揭，有

浮动利率按揭贷款、定息按揭产品、附带多项保险

的按揭贷款。对于信用卡业务，银行针对不同收入

和阶层的客户分别推出银卡、金卡、白金卡，并与不

同客户合作推出联营卡、提款卡、扣款卡、储值卡等

多种产品。除此以外，银行还提供循环贷款、专项贷

款等多项私人贷款业务。171大陆商业银行也应借鉴

这一做法，努力开拓新的消费信贷产品。

6．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信贷

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商业银行带

来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

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以及扩大内需的有效途

径。为了使消费信贷业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健康快速

地发展。应该适当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

人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信用协会或信用合作

社等信用共同体的合作，积极探索发展联合信用贷

款。同时，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以农民的切实需求为

出发点。推出真正为农民所需的消费信贷产品。商

业银行还应进一步简化放贷手续，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借贷门槛，以方便农民贷款，使农民敢于贷款。

结语

总之．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商业银行经营战

略的转变．消费信贷业务在商业银行中将占据日益

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商业银行急需改变与外资

机构相比的薄弱环节，跟进国内市场金融体制的各

项改革，应对利率市场化等变革，充分利用现有各

种个人业务的丰厚客户资源，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加快推进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

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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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Expanding Consumer Credit in Commercial Banks

Wu Gesha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epartment，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Quanzhou362000，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change of market demand and commercial banks’operation strategies，consumer

credit is increasing its importance in banking business．Compared with counterparts overseas，China's

commercial banks suffer more fragility and vulnerability．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n．order to see a

renewed growth of consumer credit，our commercial banks have to build up their competitive strength by

foUowing the financial reform,adjusting to the marketized interest rate and fully exploiting customer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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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运行是建立在消费信贷需求、供给以及消费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等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消费信贷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

，包括总量需求和结构需求。消费信贷总量需求主要受居民预期的影响，而结构需求则更多地受制于其他因素，当居民存在潜在的消费需求，同时又面

临流动性约束时，会产生通过借贷来缓解流动性约束的需求，即产生对消费信贷的需求。消费信贷的供给则取决于银行经营管理的理念和水平，可以通

过消费信贷微观供给原理来阐释。消费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信贷刺激消费并通过消费的增加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来促进经

济增长；二是消费的功能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人力资本投资，消费信贷使消费提前实现有利于提高当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以更高的增长率

增长。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密切相关。经过近10年的高速增长，在初步完成了

粗放式的市场扩张和量的积聚之后，必将进入新的以集约化经营为特征的深化发展阶段。面对消费信贷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要实现这一根本性的

转化，．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突破目前阻碍消费信贷业务深化发展的制度瓶颈，建立起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特点的消费信贷运行机制。包括消费信贷业

务营销机制和业务创新机制；消费信贷业务定价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高效的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机制

是商业银行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提高经营效益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机制的有效运作，使更多的消费者接受和购买其消

费信贷服务，从广度上实现消费信贷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消费信贷营销机制的有效运作，向广大消费者推销各种创新型的消费信贷业

务，使更多类型的消费信贷业务为消费者所接受，从深度上实现消费信贷的规模扩张。消费信贷营销属于服务营销的范畴，其核心是银行应通过取得顾

客的满意和忠诚来促成相互有利的交换，谋求建立长久的服务关系，最终形成稳定的利润来源并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经营取向

和经营环境，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和营销手段设计，明确市场细分与定位，确定自身经营消费信贷业务的总体规划，采取有针对性的消费信贷营销策略

，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消费信贷服务，以求获得最好的营销效果。

    建立科学的消费信贷业务绩效评价机制是商业银行提高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的必要条件。应坚持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依据“三性”平

衡原理，围绕利润最大化这一主题，体现消费信贷业务的成长性，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各指标的特点和性质，在对其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评分模型，并以此为手段，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进行评价，引导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

务经营，提升盈利能力。应坚持短期经营目标与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原则，对消费信贷进行绩效评价，必须体现消费信贷的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发展战

略，确保消费信贷能稳定地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建立合理的消费信贷业务定价机制是商业银行有效提高消费信贷业务经营效益和合理补偿消费信贷业务风险的重要前提。消费贷款定价是一个在动

态环境下运行的系统工程，通过制定合理的定价机制对消费信贷业务进行科学定价，实现对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覆盖和消化，做到在市场竞争力和业务

利润率之间求得均衡。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做出两种选择：一是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在长期信贷

业务中积累的历史数据，利用不同等级间的动态迁移矩阵，建立起消费贷款模型，通过科学定价，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二是将现代资本市场中的

期权定价原理引入到消费贷款定价中，充分考虑消费贷款利率、抵押率与违约概率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起贷款定价模型，更合理地解决消费贷款定价

的风险补偿问题。建立健全的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是商业银行预防消费信贷业务风，险、保障消费信贷资金安全的基础工作。必须对消费者的信

用状况进行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消费信贷业务经营决策。事实上，商业银行在经营消费信贷业务时，由于与消费者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

，容易导致消费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通过浮动利率博弈模型可以客观分析信息不对称对消费信贷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效率的影

响；通过消费信贷业务信用评价机制的有效运作，可以对消费者的信用纪录、信用能力和信用风险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科学的消费者信用评价结论

，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和以何种方式、何种附加条件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保障消费信贷业务经营的安全性。

    建立灵敏的消费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机制是我国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战略选择。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是消费信贷业务运作管理的核心。其内容包括风险

因素识别和风险信号采集、风险预警、风险防范和控制等环节。由于消费信贷风险暴露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风险变化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

，加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科学量化和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建立起消费信贷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就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紧迫任务。通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1021.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9%9d%a9%e5%b1%b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u+Gesha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e%e6%98%8e%e8%81%8c%e4%b8%9a%e5%a4%a7%e5%ad%a6%2c%e7%bb%8f%e6%b5%8e%e8%b4%b8%e6%98%93%e7%b3%bb%2c%e7%a6%8f%e5%bb%ba%2c%e6%b3%89%e5%b7%9e%2c362000%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83%e9%be%9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21%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4%b8%96%e8%b0%a6%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21%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8%ad%e9%95%bf%e6%b3%a2%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6%b4%aa%e9%9b%b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cts20030502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cts.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5%e7%a5%96%e5%8d%8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21%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7%8e%89%e6%b5%b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jjsc20080604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jjsc.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7%a5%96%e5%89%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21%5e6.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6%96%87%e4%ba%ac%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1021%5e7.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97%e6%95%ac%e7%9a%93%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hjjlw20051201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bhjjlw.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e%99%e6%b5%b7%e6%98%8e%22+DBID%3aWF_XW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33763.aspx


过利用VaR方法和建立预期违约概率模型来度量消费信贷风险损失、计算消费信贷业务的非意愿性预期违约率，可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

    建立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机制是商业银行实现消费信贷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和“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

机制是商业银行参与消费信贷市场竞争、在既有消费信贷市场上实现业务规模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完善的消费信贷业务创新机制是商业银行拓展消

费信贷新兴市场的需要。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制度安排，强化银保联动，真正实现消费信贷产品研发、业务流程、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3.期刊论文 王红喜.WANG Hong xi 浅析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消费信贷的发展 -内蒙古煤炭经济2006(5)
    当前,各商业银行都把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住房消费信贷规模急剧膨胀,住房消费信贷风险日益显

现,如何推动和促进住房消费信贷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是目前我国银行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发展我国商银行住房消费信贷进行了

探讨.一是我国住房消费信贷发展现状;二是我国住房消费信贷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我国住房消费信贷发展的前景分析;四是发展我国住房消费信

贷的对策思路.

4.期刊论文 于伟东 浅谈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及对策 -金卡工程2008,12(10)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信贷业务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住房信贷、汽车信贷等业务获得迅速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信用状况的不透明,信用制

度的不完善,信用风险的难测性,银行对于消费信贷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开展

现状,分析了消费信贷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消费信贷风险成因,提出了商业银行评价、监测和管理消费信贷风险的对策和方法.

5.学位论文 梅颖华 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研究 2006
    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理论在国外是随着商业银行大规模介入消费信贷而开始讨论研究的，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我国，由

于消费信贷起步较晚，同时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起步也比较晚，所以对消费信贷营销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实际营销工作中

，商业银行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而且，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和消费信贷业务的规模化发展，原来的营销模式已不再适用，我国商业银行不得不转变营

销理念，开始寻求适合的消费信贷营销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篇论文阐述了消费信贷营销对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有关的理论，总结归纳消费信贷的特点和消费信贷营销的特点

，在对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指出目前尚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加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建议对策和制度

保障。

    本文采用了实证分析法、营销学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方法，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对消费信贷营销研究的背景、方法和内容等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实际对研究消费信贷营销的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二章阐述了商业银行产品、商业银行营销、消费信贷等相关概念，提出了消费信贷流程及其重要环节的特点等理论，这为后文我国的商业银行如

何加强消费信贷营销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章分别从国外消费信贷的起源、普及、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营销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的消费信贷、消费信贷在某银行的

发展及我国商业银行在消费信贷营销中取得的进展等方面，对国内外消费信贷营销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第四章从宏观因素和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内外部因素。

    第五章针对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上的存在的问题，结合营销流程理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包括基础支持、市场细分、品牌营销

、产品创新、服务质量、客户关系管理、营销风险控制等七个方面。

    第六章从相关法律、消费品二级市场、资产证券化、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信用制度等六个方面，提出了目前应如何健全商业银行消费信

贷营销的制度保障。

6.期刊论文 郑金辉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风险防范对策分析 -商业经济2010(18)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

,控制手段单一,内部控制机制薄弱,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不完善等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应从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完善的消费信贷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的个人征信制度、有效的消费信贷担保制度等方面入手,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的防范.

7.学位论文 余永华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 2006
    本文主要结合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工作的实践，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我国商业

银行消费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剖析，揭示了消费信贷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近几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消费信贷在我国出

现至今不过七、八年时间，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消费信贷起步晚、起点低，市场规模与发育程度低。我国商

业银行消费信贷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需求因素，受收入水平、传统观念、收支预

期等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消费信贷需求下降；2、供给因素，由于业务品种单一、经营模式落后等原因导致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供

给不足：3、风险因素，由于利率政策、社会信用度、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引起的银行信贷风险加大；4、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保障

、担保保险制度等配套体系建设的不健全等方面。

    针对消费信贷业务发展中的问题，商业银行应着眼于WTO保护期结束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积极研究制定个人金融市场竞争的应对策略，明确消费信贷

业务发展战略，科学引导消费，提高信贷供给水平，丰富业务品种，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培育高素质、专业化的客户经理队伍，完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提高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水平，建立个人信用评估制度，提高信贷决策的科学性

，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全文分四章。

    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选题的缘由，分别阐明消费信贷的含义、特点和种类划分，简略介绍国外消费信贷的发展历史和相关消费信贷理论。

    第二章我国消费信贷发展概况。阐述消费信贷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及我国消费信贷的特点，分析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供给与需求现状，阐明

发展消费信贷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的制约因素分析。着重分析制约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需求与供给因素，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

过程中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

    第四章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的对策分析。主要从培育消费信贷的需求主体，提高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供给水平，加强消费信贷风险防范等方面

提出商业银行发展消费信贷的对策及建议。

8.期刊论文 吴莉云 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消费信贷的思考 -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8,7(5)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消费信贷发展的历程,指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消费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美国次贷危机背景下探讨国内商

业银行住房消费信贷的发展对策.

9.期刊论文 明洪盛 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2007(12)
    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助学信贷等业务获得迅速发展.根据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历程以及消

费信贷自身的规律看,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消费规模,还是信贷品种,都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目前在美国、西欧等发达

国家,消费信贷在整个信贷额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近年来一般为20%到40%,有的高达60%.随着消费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项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和风

险也逐步暴露出来,在有些地区还表现得比较明显.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消费信贷风险的分析与识别,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消费信贷风险.

10.学位论文 黎洁 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 2006
    本文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的表现、风险产生的原1因、风险管理的不足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自身加强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提出了建议

，同时，从金融外部环境出发，提出改善外部环境，促进消费信贷发展，加强风险管理的建议。本文的数据资料来自于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金融

运行分析报告以及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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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力图从内外部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加强商业银行对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从组织架构、风险管理的战略与制度建设、金融

创新方面作了分析，本文不拘泥于提出具体的业务标准与操作流程，试图从战略性的高度提出建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分析了消费信贷的特点、作用、风险及消费信贷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本文认为在我国，消费信贷具有三个重要

作用：第一，可以扩大国内需求总量，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第二，可以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构成，分散和化解贷款

风险。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单一，大量的坏账呆账都产生于生产性贷款，承担着巨大的贷款风险。开展消费信贷，可以改变其单一的信贷结构

，减小其收贷的风险。第三，可以增加人们的现期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因为消费信贷可以使人们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基本上能保持一种较高且较平稳

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消费者的整体生活质量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消费信贷在发达国家已发展得相当成熟，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消费信贷的状况。相比之下，消费信贷在中国起步较迟，1999年

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的文件，标志着消费信贷的全面启动，也是中国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对推

动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我国消费信贷的品种较多，涉及范围广：包括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个人旅游、家庭装修、助学等

；信贷工具多样化：包括信用卡、存单质押、国库券质押、其他资产质押等方式。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风险及风险形成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面临的具体风险有：(1)信用风险(2)市场风险

(3)利率风险、外汇风险(4)操作风险(5)流动性风险。

    而这些风险形成的原因本文归纳了四点：(1)消费者自身因素造成的风险：包括消费者收入的变动、消费者的道德因素、消费者信用意识淡薄、消费

者自身情况发生变动。

    (2)尚未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信用体系：全社会的统一的信用体系是指在这一体系中，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征信机构、良好的诚实守信的观念、较高

的违约成本、完善的保障体系。在我国这一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主要体现在：信用制度不健全、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健全、科学的个人信用征信及评估体系尚未建立、消费品二级市场发展不完善，抵押物变现困难

、政府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不够。

    (3)信息的不对称。

    (4)商业银行自身管理薄弱造成的风险。

    第三章剖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现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1)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的理念滞后，多依赖于外部监管。

    (2)尚未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相对于国际上对现代银行内控制度

的要求，我国银行的内控制度还较落后。

    (3)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手段与方法上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我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控制与处理的手段方法还很单一；缺乏风险识别的手段，因

而不能进行有差别的资产定价和风险资产配置；缺少防范信用风险的有效措施；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

    (4)没有形成统一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文化。

    (5)我国商业银行还缺乏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

    本文第四章在分析了美国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商业银行自身管理的角度对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提出了建议，主要措施如下：

    (1)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明确风险管理战略。

    (2)完善消费信贷风险管理流程。

    (3)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其中包括：第一：要注重信用风险管理。(1.注重对消费贷款申请人、贷款项目的相关信息的调查，把握好

信贷入口。2.CRM与客户信息管理相结合。商业银行可以将客户信息数据纳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建立统一的、可共

享的客户信息数据库。3.商业银行应对客户的信用进行有效评估。4.商业银行应建立科学的数量风险管理模型，建立风险防范机制。5.实行消费信贷动

态的贷后管理。)

    第二：重视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分析，及时调整消费信贷结构。第三：实行消费贷款的分类管理，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第四：严格遵循操作流程，减

少操作风险、道德风险。

    (4)重视利率管理

    (5)建立统一的消费信贷管理文化

    (6)培养引进专业化的风险管理队伍

    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消费信贷健康发展的建议。因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除了依靠商业银行本身的努力外，还

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消费信贷的发展，有利于风险管理。主要内容有：

    (1)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社会的个人信用体系：修改制订个人信用的法律规章，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应尽快完善个人信用信息网络，便于交易各方

获取个人的信用信息，减少交易成本；建立个人信用中介机构；建立个人信用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制度。

    (2)完善消费信贷及其风险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3)加快与消费信贷有关的配套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消费品二级市场；实现消费贷款证券化，分散消费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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