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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更好地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分配体系，并且更多地关注公平。这主要

是因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经

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陆卫明、王子宜，2021；夏杰长

等，2021）。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许光

建，20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曾

三次提到共同富裕，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关注共同富裕问题，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时代

背景，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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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

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城乡之间差距依然明显，

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离“橄榄型”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李

逸飞，2021）。除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之外，程恩富、

刘伟（2012）还将我国在共同富裕或贫富差距上的现

状归纳为财富差距拉大较快，我国财富分配失衡的

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收入差距已超过

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1。对于这种与社会主义本质

要求不符的现象，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

从发展阶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托

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

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但是，持续多年的粗放式增长，也积累了若干结构

性缺陷，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走到

了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央提出了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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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以内循环为主体，重点在于扩大内需，这需

要在分配环节着力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

距问题（王一鸣，2020），从而彻底打通生产、流通、

分配和消费的国内大循环体系。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共同富

裕的基础已经具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来看，推动新发展格局顺利成型，也需要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稳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金融作为实体

经济的血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毫无疑问可以发

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共同富裕实际上是经

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后整个社会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及行动。对于

一个经济体来说，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为了更

高水平的效率，可以牺牲一部分公平，这主要是因

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西方发达国家过去

的经验已证实，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追求更高效

率的发展，是在生产要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国

际上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莫过于英国历史上著名

的“圈地运动”，即俗称的“羊吃人”现象，失去土地

的农民被迫到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在这种经

济活动中，农民显然是经济利益的受损者。但是，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牺牲一个群

体的利益来成就另一个群体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

难以被社会所接受。因此，扎实推进所有人的共同

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的必然选择。有意思的是，虽然研究方法论和

立场上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无论是政治

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有着一个基本共识，那

就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任何产出的前提。这为我们

识别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基本的

分析框架。

首先，从投入和产出角度来看，任何产出都需

要一定水平的要素投入，共同富裕需要以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较高的

经济发展水平，这需要高水平的要素投入，毕竟高

水平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而高质量

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沿着这

个逻辑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基本的论断，即

金融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主要是因为，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为实体经济服务

是金融的天职，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也离

不开金融要素投入的支持。

沿着这一分析逻辑，我们继续从金融要素的可得

性角度展开分析。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质量的发展，

而高质量的发展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在西方经济学分

析框架中，家户或居民是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者，

而企业或厂商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需求者。在产品市场

中，企业或厂商又反过来变成了产品市场的供给者，

家户或居民成了产品市场的需求者。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生产离不开金融要素，金融投入是企业采购原料

和机器设备，构建市场销售网络和支付供应链货款的

必备要素。金融要素支持，对于居民来说也同样重要。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中的需求不仅是指购买意愿，

还包括了购买能力。因此，金融支持也是扩大消费以

及形成有效消费的润滑剂。总体来看，正是由于金融

要素的投入，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体系才能

有效运转，而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是经济发展和实

现共同富裕的最基本前提。

其次，就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的一

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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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现在有一个基本共识，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角

度给出的解释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高质量

发展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蔡昉，2018）。这主要是

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其

主要用来衡量产出中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那

部分增长，在现有的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下，全要素生

产率一般被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增长的作用。全要素

生产率越高，说明该增长模式潜力越大，质量越高。

因此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即高质量发展需要依赖于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所带来的资源配置重整，

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回到创新本身，众所周知的是，创新意味着高

度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创新需要大量

的生产要素投入，不管是基础科学突破还是应用领

域创新，都需要科研人员长期专注地在某一领域投

入大量的精力，而在此期间这些没有产出的投入在

投资者眼中是短期不经济的，且这种短期的不经济

还尚未考虑到研发失败的这一情况，但考虑到创新

突破的内在规律，这种失败比例可能还比较高，或

者说成功的周期比较长。虽然创新成功后可能会有

巨大的收益，但在中国现有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间

接融资体系下，创新主体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押品，

无法满足银行授信要求，从而不能得到在发展初期

所需要的宝贵资金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

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是促进本国创

新增长的重要模式。实际上，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行

业属性，大力发展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的私募股权投

资和风险投资市场，也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

把资金引往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肖宇等，2019）。

从这个角度来说，采用符合创新本质的金融工具和

金融手段，给创新经济注入资源活水，让金融成为

创新创业的重要支撑继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效率，为共同富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是金融支

持共同富裕的另一作用渠道。

最后，从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路径来看，

金融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取向影响价格体系和实体

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而对收入分配体系产生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

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

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具体到

金融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渠道影响居

民收入和企业生产，从而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的财

富再分配，比如盲目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通货

膨胀，从而导致居民实际持有的财富缩水。而央行

货币政策工具，又可以引导整个社会信贷资源流向，

决定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作

用并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也可以通

过金融安全和居民财富效应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就金融安全而言，这方面首要目标是本国的金

融安全，通过制定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和发展所需要

的资本账户管控手段，可以构建有助于实体经济发

展的货币体系，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而

监管部门对金融乱象的有效管理，又有利于营造健

康有序的金融环境，从而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从

近些年金融乱象来看，大量打着互联网旗号的P2P

平台等各种非法金融活动，损害了部分居民的财富，

对金融秩序的维护本身即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

护。因此，整体来看，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金

融体系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

金融体系作为资金这一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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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考虑到资本的

逐利性，金融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

问题，一直都是一种世界现象（李扬，2017）。具体

到中国而言，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影子银行过度扩

张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偏弱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

主要问题。尤其是规避监管的影子银行业务更多地

以通道及产品嵌套的高杠杆形式进行扩张，实际形

成了资金在同业间的“空转”，最终促使系统性风险

在体系内快速积聚（胡利琴等，2021）。因此，依法

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就显得

尤为重要。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实体

经济运行中生产、消费和流通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

金融体系自身的短板，会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产

生重要影响。

（一）间接融资体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撑

作用还较为有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共同富裕需

表 1: 2002-2020 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占比                                                                                                                              单位：%

年份 人民币
贷款

增外币
贷款 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未贴现银行

承兑汇票
企业债券

融资
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融资

保险公司
赔偿

保险公司投
资性房地产 其他

2002 年 91.90 3.60 0.90 　- -3.50 1.80 3.10 2.10 　- 　-

2003 年 81.10 6.70 1.80 　- 5.90 1.50 1.60 1.50 　- 　-

2004 年 79.20 4.80 10.90 　- -1.00 1.60 2.40 2.10 　- 　-

2005 年 78.50 4.70 6.50 　- 0.10 6.70 1.10 2.50 　- 　-

2006 年 73.80 3.40 6.30 1.90 3.50 5.40 3.60 2.10 　- 　-

2007 年 60.90 6.50 5.70 2.90 11.20 3.80 7.30 1.80 0.10 　-

2008 年 70.30 2.80 6.10 4.50 1.50 7.90 4.80 2.20 0.10 　-

2009 年 69.00 6.70 4.90 3.10 3.30 8.90 2.40 1.20 0.10 0.50 

2010 年 56.70 3.50 6.20 2.80 16.70 7.90 4.10 1.30 0.10 0.70 

2011 年 58.20 4.50 10.10 1.60 8.00 10.60 3.40 　- 　- 　-

2012 年 52.10 5.80 8.10 8.20 6.70 14.30 1.60 　- 　- 　-

2013 年 51.35 3.38 14.71 10.63 4.48 10.46 1.28 　- 　- 　-

2014 年 59.44 2.16 15.23 3.14 -0.78 14.74 2.64 　- 　- 　-

2015 年 73.14 -4.17 10.33 0.28 -6.86 19.08 4.93 　- 　- 　-

2016 年 69.86 -3.17 12.28 4.83 -10.97 16.85 6.97 　- 　- 　-

2017 年 52.93 0.01 3.06 8.50 2.05 2.39 3.35 　- 　- 　-

2018 年 69.67 -1.87 -7.14 -3.10 -2.82 11.70 1.60 　- 　- 　-

2019 年 66.01 -0.50 -3.67 -1.36 -1.86 12.67 1.36 　- 　- 　-

2020 年 57.46 0.42 -1.13 -3.16 0.50 12.75 2.56 　- 　- 　-

备注：数据来源Wind；“-”表示数据缺失。

要发挥好创新的作用。创新需要金融要素投入，但

在我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银行融资占据了绝对体

量。如表1所示，人民币贷款在2002年的新增社会

融资规模中的占比高达91.9%，2008年为70.3%，到

了2020年，人民币贷款在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

比仍然超过了50%。

众所周知，受制于《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和银行

资产投放商业模式的限制，银行授信需要有足值的

押品，而承担了大量创新创业经济活动的中小微企

业，要么处于种子期，要么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

通常具有轻资产的属性。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银行

出于风险防控的规避措施，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及时

得到银行授信的足够支持。导致了大量中小微企业

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慢的问题（刘满

凤、赵珑，2019）。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

寿命只有2.5年，很多中小企业无法逃脱成长过程中

的这一“三年魔咒”现象。相比之下，美国中小企业

的平均寿命却可以高达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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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又是中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

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

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

的企业数量2。但是，在当前中国以银行融资为主导

的间接融资体系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下，依靠行政手段，

引导商业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只会带来“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结果。中国银保监会联合6部门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

综合成本的通知》（2020年05月25日）就曾明确指出，

“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

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这充分说明，在

现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中小企业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所普遍存在

的贷存挂钩和强制捆绑搭售等问题还较为严重。金

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渠道尚待健全。

（二）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

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存在差距
考虑到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深入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提升供给质量，

毫无疑问是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要下大力气重

视的问题。

首先，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利润差距。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企业的融资成本相

对较高，以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利润与

银行业形成了较大反差。虽然GDP的增长一定程度

上促成了银行业的高利润，但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

来源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而非

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姜琪、李占一，2012）。针

对这一问题，谭德波（2012）认为银行蚕食实体部门

利润，挤压其他金融形式的生长空间，导致金融体

系“畸形”发育。某一行业利润率过高，显然与共同

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

其次，较低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给宏观调控

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阻力。一方面，在企业缺少

直接融资方式的情况下，经营风险越小的企业能够

从银行获得越多的信贷支持，进而将多余的资金投

向影子银行体系，造成企业金融化（彭俞超、黄志

刚，2018），这造成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并积

累了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规模的积累，

抬高的整个经济的宏观杠杆率，不利于中国制造业

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肖宇、田侃，2020），不利于

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此外，在房地产业

高速发展时期，信贷资金由银行向房地产过度集中，

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低效率，而金融资源向更优质

个人倾斜，即“金融歧视”，收入高、有稳定工作的

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进行投机行为（姜杨、朱显平，

2021），这加剧了新的贫富差距。而在数字技术蓬勃

发展的时代，虽然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的

服务成本，但乡村数字金融发展仍然不充分，在农

村地区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的风控成本依然较高

（董志勇等，2021），这种城乡之间结构性的差异，

显然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最后，是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融资

歧视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问题。考虑到金融资源的

稀缺性和风险防控，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在

融资市场往往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差异。一般来说，

在当前中国的融资体系下，考虑到风险规避，国有

背景的融资主体可能更容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

融资支持。但是，这种由民营企业融资受阻所反映

出的信贷资源错配问题，使得我国信贷投放的使用

效率低下，影子银行尽管部分缓解了这一问题，但

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削弱了货币政

策的执行效果（卢盛荣等，2019）。

综合来看，这种金融体系内外的利润差异、影

子银行和杠杆率积累问题，城乡差距以及不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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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制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融资歧视等结构性问

题，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货币政策的

实际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这不利于整个社会共同

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部分金融乱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实现共同富裕，把蛋糕做大固然重要，但更要

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尤其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

专业性，金融知识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出现了大量的

金融乱象，这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还

给金融系统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在企业层面，

虚假注资、嵌套持股，“假私募”、“伪金交所”，以

及打着财富管理幌子行金融诈骗之实的现象还没有

根本杜绝。部分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批发性的同业资

金，助长了资金的体内循环。依托杠杆资金，在资

本市场谋求超额利益，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造成

了金融风险的累积。在消费者保护层面，近年来打

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给投资者带来了

巨大损失。一些金融机构在收取金融服务费时误导

客户，不如实披露真实的利率水平，甚至以手续费

形式变相收取高额利息;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在销售产

品时夸大宣传，欺骗消费者和“飞单”等屡见报端。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金融环境下，部分平台与金融

机构违规合作，套取客户个人信息。切实治理乱象，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取缔非法收入，是确

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发力点和主要方向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

遵循，下大力气解决好资金脱实向虚和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和融资慢等问题，不断提高居民金融服务

的可获得性，创新金融工具、丰富金融产品，为创新

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一是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首

先，必须旗帜鲜明地秉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

宗旨，坚决打击金融乱象，严厉杜绝资金脱实向虚

和体内循环，引导金融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其次，

要发挥好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的作

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降低企业的

融资成本，引导利润向实体经济聚集。最后，加强

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前瞻性研判，做好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确保国内市场的

价格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

经济发展环境。

二是下大力气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坚持

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

要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理顺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推动银行体系

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断构建有利于小微

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其次，要鼓励银行业不断创

新金融工具和丰富金融服务手段，在商业银行法许

可的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模式创新，开发对小微

企业融资更友好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最后，要大力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在尊重市场规

律基础上，为风投行业的“募、投、管、退”营造更

为便利的发展条件。真正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是要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升供给质量是金融支持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前

提。首先，需要优化金融结构，不断丰富金融机构

类型，建设一个体系完备、功能健全、特色明细和

覆盖范围广泛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融资主体

之间的差异化融资需求，为实体经济提供个性化的

高质量融资服务。其次，要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水

平，不断推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好信用

这一公共产品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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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规范等法律法规体系，为

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实力支撑。最后，要

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对未来金融发展的影响。要加强

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广和治理能力建设，架设安全泛

在的金融网络，布局先进高效的算力体系，在夯实

金融创新发展的“数字底座”基础之上，扎实做好信

息安全、生态体系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企业和居

民个人提供与时代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

四是切实有效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首先

要尽快建立持牌经营的管理模式，补齐监管短板，

在金融脱媒和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混业经营已是大

势所趋，尤其是大量互联网平台依托便利的触客资

源，开始涉足金融业务。如果固守原有“事后算账”

的监管理念，势必会带来监管的缺位和风险敞口扩

大化。因此监管部门要与时俱进，按照业务实质，

构建集中统一的持牌管理体制，做好准入管理和过

程管理。其次要摆正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关系。

在金融创新浩浩荡荡的大势面前，绝不能因为畏惧

风险就畏葸不前，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并不矛盾，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更要鼓励金融创新。通过设

置柔性边界、划定刚性底线，建立“监管沙盒”，推

动金融创新在良性道路上持续稳健发展。最后要维

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有序扩大

金融开放，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账户开放和外汇储备

保值增值的问题。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国际金融

市场波动加剧的大背景下，通过管道式的开放，制

定循序渐进的有序开放策略，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安

全的占优策略。

五是开发设计直接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具体到货币

金融领域来说，首先就是要提升金融资源的可获得

性，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在立足于机会公平和商

业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民、城镇低收入

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

融服务力度，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如支农贷款、

针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老年人专属银行

卡和养老金融产品，在城乡同步推广数字货币（黄

迈、杨哲，2020），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其

次要与时俱进，加快传统金融的数字化转型步伐，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拓展金融

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便利化的金融服务，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最后要建立与新发展理念相适

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推动完善绿色金融发展

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促进产品创

新，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聚集。最终通过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进

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注释：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8。
2 何立峰谈民营经济：为经济发展贡献了“56789”，中国经济网，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2730032848716044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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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bloodline of the real economy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by suppor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rectly act on redistribution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because financial deregulation is a world phenomenon, 

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has yet to be deepened. As a result, China’s current indirect financing system 

is still relatively limited in supporting medium,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There is also a gap betwe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c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brutal expansion of shadow banking and some financial chaos are 

superimposed. Damage to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ome people, this is the main shortcoming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roceed from the basic direction of adhering to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real economy, 

makes great efforts to solv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deepens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upply 

side, effectively prevents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and directs development and designs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ser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stead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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