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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新四化”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的新需求，以及“中心—外围”效应对保持城乡协调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应

按照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进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应在遵循金融发展内生规律基础上，通过不断完

善激励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组织经营方式、改变监管机制和财政补贴方式等，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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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张忠宇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营业管理部，江苏 南京 210002）

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

农村金融如何支持农村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展，以实现产业

整合，如何创新抵押担保方式推动土地资源等要素加快流

转，如何支持就业创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如何

创新消费性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居民需求改善等，都面临新的

挑战。尤其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国城市化发

展不和谐，使得其城市经济在竞争中受到发达国家城市体系

“中心—外围”式的支配、剥削，其效应有渐增的趋向，这种趋

向同样弱化了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进而阻碍城乡协调发

展和三农问题的破解，……必须供给合适的保障制度使得庞

大的农户转移进城而不致陷入“贫困的陷阱”……而扩大资

金供给是推动农户转移进城从而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根本性

前提，且为城市化“稳健推进①”战略的一个根本着力点[1] [2]。鉴

于此，顺应全球化规律，通过前瞻性、系统性的农村金融改革

与创新，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统筹发展，是必须要着重

考虑的大问题。而在经历多轮改革后，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

行、政策性金融、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等农村金融业态的定

位、布局、监管方式等，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农村金融机构实现

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形成农村金融改革陷入必须不断发放新牌照、成立新机构解

决新问题的无限反复的怪圈。解决以上问题，除了加强农村金

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外，更应该从制度层面对我国农村金融

改革进行反思，运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

一、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趋势及相关评述

国际上，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金融服务的规模化、

批量化和标准化提供了可能，面对全球化竞争，金融机构纷

纷通过简化操作流程、撤销服务网点等形式，降低运营成本，

增加利润空间。特别是“中心—外围”效应在金融领域的不断

强化，导致金融机构将农村居民以及缺乏合格抵质押品的小

微企业等排斥于金融体系之外。针对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联合国 2005 年提出普惠金融 （Inclusive Finan－
cial）的概念②，即：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

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关于普惠金融的基本理念，安信永国

际（Accion International，2009）认为普惠金融服务应该是为各

年龄段工作者提供负担得起的、有尊严的、便利的、优质金融

服务[3]。兰加拉詹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认为，

普惠金融是在成本可控前提下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及时、有效

地获得金融支持。为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印度学者萨

尔马（Sarma，2008）提出了金融包容性指数（IFI，Index of Fi－
nancial Inclusion），主要包括“金融渗透率、金融服务可得性

和实际使用度”等[4]。2012 年，世界银行建立了全球首个金融

包容性数据库，从金融深度、金融可及性、金融效率和金融稳

定性等来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③。从国际主流观点看（详见

表 1），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必须以金融服务的可

持续性供给为前提，金融机构正是通过强化回报机制不断扩

大资本来源，通过和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供固定服务

并使客户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而不断提升金融覆盖率，并

通过产品、服务、技术和制度等创新不断提升金融绩效。在我

国，农村金融服务可持续问题一直是研究重点，谢平（2001）
指出产权改革、多样化经营、兼顾竞争和盈利、规模经济以及

体制机制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5]。谢平、徐忠（2006）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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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发挥公共财政在农村金融商业可持续中的作用[6]。吴晓

灵（2013）强调小额贷款等普惠金融必须实现利率能够覆盖

风险[7]。李江华、施文泼（2013）指出政府干预加剧了农业信贷

的区域不均衡，应更多依靠价格手段而非数量工具来进行信

贷调节[8]。郭兴平（2010）指出电子化金融服务渠道创新是建

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突破口[9]。

从现有文献看，发展普惠金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

制度主义，认为只有实现机构和财务的可持续，金融组织才

能长期有强烈的动力提高社会福利；另一种是福利主义，强

调覆盖深度比覆盖规模更重要，该观点认为如果坚持成本补

偿和取消补贴，会迫使金融机构抛弃农村地区的穷人，尤其

是那些信贷成本和风险很高的穷人[10]。而笔者认为，系统地体

察以上观点并不矛盾，考虑到普惠金融服务的公共物品属

性，为了保证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一方面要依靠商业性供

给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另一方面有必要对金融机构承

担的社会责任进行补贴或税收减免，而问题难点在于如何通

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实现农村金融组织在追求商业利益和承

担社会公共责任之间的平衡。本文倡导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是从一个区域或整体出发，在发挥农村金融体系中

各类机构专业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在激励

机制、组织管理、交易流程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保证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可持续供给。针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因

素，本文也同时给出了相关改革建议。

二、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及

理论框架

（一）基本理念

可持续理念的最初含义是通过建立当前和未来的内在

联系，实现人类代际公平，该理念最早由联合国在 1970—
1980 年提出并应用于环境经济领域的研究④。该理念被应用

于金融领域，主要是基于贴现功能，金融能够为建立现在和

未来的显性联系提供工具和组织体系。与传统视角显著不同

的是，在引入可持续理念之后，金融组织被看作不同社会阶

层进行利益诉求的集合体，各利益主体之间是利益相关关

系，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可以形成相互信任关系，但必须

在充分信息披露和重复博弈基础之上，通过跨期制度安排和

激励机制设计，实现金融体系的利益兼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详见表 2）[11]。

表 1 国际上关于普惠金融的代表性观点和衡量标准

机构

联合国（2006）

世界银行（2008）

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2008）

亚洲开发银行（2000）

英国财政部下议院（2004）

定义

金融部门可为全部符合条件的居民及企业提供信贷，并为其提供保险、

储蓄及支付等基本服务。不要求服务全覆盖，但个人要有自由选择权。

使用金融服务时不存在价格及非价格壁垒，可多维度实现金融服务的

可获取性

敏感群体，诸如弱势群体及低收入者能够以可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充

分取得金融服务

金融体系可为低收入家庭及小微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

必须保证个体能够有效取得金融产品及服务

衡量指标

信贷、保险、储蓄以及支付服务的可

获取程度

信贷、保险、储蓄以及支付服务的可

获取程度

金融服务可获取性、及时性及信贷

可得性

存款、贷款、支付、资金周转以及保

险等

为全社会提供支付得起的信贷、储

蓄以及金融服务

表 2 普惠金融可持续理念与传统理念比较

对金融组织及企业的基本看法

人类行为的基础

所有权范式

理论范式

古典理论

黑箱

自私

股权

功利主义

行为金融学理论

具有层次的规则集合

自私、有限合作

股权

基于规则的权责理论

可持续理论

多属性的集合体（利益、人员及运行体系）

基于充分博弈的合作与信任

利益相关者

利益兼容的价值体系

评价标准 金融理论

（二）基本原则

此处借鉴世界银行扶贫顾问组织（CGAP，2004）⑤提出的

小额贷款基本原则，给出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八性原则”[12]：
（1）金融服务多样性。不仅提供银行贷款，还提供储蓄、保险

以及现金支付等服务，帮助个人及家庭实现投资、消费和发

展的有效平衡。（2）金融权益平等性。金融是消除贫困、提升

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所有社会群体都有通过金融提升自身

福祉的无差别权利。（3）金融体系衔接性。应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利益诉求、物理分布、管
理效率以及客户熟悉度等，形成布局合理、相互衔接、竞争有

序的金融体系。（4）金融服务可持续性。金融机构自身应该实

现商业可持续及收益覆盖成本，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支持下

普惠金融规模有限。（5）金融业务内生性。必须在有效防范风

险基础上，实现某一区域或系统的内生性资金循环机制。同

时应采取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保证公共金融服

务供给并防范系统性风险集聚。（6）金融定价自主性。应赋予

金融组织自主定价权，适当放宽对贷款机构的利率管制，降

低金融机构对弱势群体的信贷配给，提升金融可获得性。（7）
金融市场竞争性。政府不应直接参与金融组织的微观经营，

而是营造政策环境。社会捐助则是对市场化金融的有效补

财政金融研究 张忠宇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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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8）金融信息透明性。金融机构需定期公开运行绩效信息，

使股东和社会了解其经营绩效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情况等。
（三）基本框架

普惠金融的基本框架包括四个层面：核心层面是金融服

务对象———微观组织层面是金融服务提供商———中观辅助

层面是金融基础设施及公共支持体系———宏观监管层面是

立法制度、行业规制以及监管体系[13]。
1.核心客户层面。在普惠金融体系中，客户是金融体系的

核心，低收入和敏感人群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

和最终目标。从可持续角度看，金融体系所提供的服务需要

满足：（1）多样化，如：生存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长

期发展需求等；（2）便利性，如：物理距离较近、服务方式快

捷、不受时间限制等；（3）广泛性，如：适用群体广泛、服务门

槛低、技术应用广等[13]。相关产品需求包括：一般信贷与支付

结算类金融服务、生活改善及应对意外需求、储蓄与投资性

需求、家庭财产保险、政府补贴与社会公益资金投资、农业金

融及灾害保险、健康及人寿保险等。从产品复杂程度和金融服

务可得性排序看，以上金融产品的排序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
2.微观组织层面。金融组织必须具有可持续能力，不计成

本或者通过补贴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效率往往较低，并容

易引发寻租。金融组织必须保证合理规模的风险储备基金和

自有资本，以便通过多元化投资对冲风险。该层面包括：非正

规金融、合作性金融、公益性金融和正规金融等四大类（详见

表 3）[12]，可根据社会信用状况、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阶段等

发挥以上机构的组织制度优势，对其进行合理布局。
3.中观辅助层面：金融信息及知识的共享有利于降低信

息不对称，提升金融效率，同时通过促进金融机构及其服务

对象之间的信息动态双向公开，开展对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评估以及审慎性监管等，有利于形成金融市场的内在稳定机

制，并保证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艾森、库克（2004）等

在研究中提供了中观金融组织体系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价

方式[14]。该层面包括：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一切减少金融交易费

用、提升金融交易效率及优化金融生态的服务和技术体系，

如：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知识、技能培训、风险评级等中介

服务机构，和社会信用体系、支付结算体系以及存款保险制

度等公共基础设施。
4.宏观监管层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监管框架是普惠金

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政策制定者不仅要保证监管措施的有

效实施，同时还要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在不同金融机构间自由

选择金融服务，即保证充分竞争性。制度设计者必须在保持

表 3 普惠金融的供给方式

金融服务提供者类型

非正规金融

合作组织

非政府组织

正规金融机构

具体类型

●放高利贷者

●民间合会

●地下钱庄等

●资金互助社

●金融服务协会

●合作性金融

●国际性公益组织

●本地非政府组织

●政策性金融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

●村镇和社区银行

●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

优势

1.方便快捷

2.接近客户

3.操作成本较低

4.贫困者较易接触，偏远地区分布较多

1.本地性

2.低操作成本

3.与客户距离较近

4.收益被成员共享

1.专业知识丰富

2.社会使命感强

3.风险和开拓意识较强

1.服务范围广泛

2.分支机构和网点较多、自有资本丰富

3.用于金融技术和服务创新的资源较多

不足

1.无权益保障且资金来源不稳定

2.适用范围有限

3.刚性偿付

4.资金价格高

1.治理困难，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2.缺乏有效金融监管

3.服务对象仅限于组织成员

4.金融产品有限

1.过度依赖于捐赠或补贴

2.服务范围有限

3.规模受到捐赠和补贴的限制

4.交易成本较高

1.容易受利益驱动而忽略社会价值

2.难以覆盖贫困人口及偏远地区、

3.金融产品门槛较高，不容易满足贫困及弱势群体的需求

表 4 普惠金融的监管方式

传统银行业监管

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比率

对无担保的贷款进行限制

以抵押担保为基础

对分支机构提出要求，如：安全标准、工作时间、账户日

清月结，网点设定的限制等

标准化流程及完备的客户信息管理

普惠金融监管

在监管成本和金融服务可及性间动态平衡

更多通过股权融资取得资金，通过较高资本回报率实现正向激励

以客户信用和合作关系作为贷款基础

以微贷业务为主，利率较高，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及违约风险

主要是从降低交易费用、方便客户、拓展服务范围等角度开展服务创新

客户管理成本较高，花费时间较长，客户成分复杂；针对偏远地区的分散需求无法实现

规模经济，必须突出差异化服务以及通过技术化、内生化手段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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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经营可持续性和符合监管标准之间进行动态平衡，

机构进入市场的最低标准是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监管的最低

标准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详见表 4）。该层面包括：中央

银行主要负责制定宏观金融政策，监管部门直接负责对金融

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存款保险机构等的监管，政府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政策、税收政策、公共

服务设施等。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体系是基于跨期优化的制度安排，

是兼顾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激励兼容机制，目的在于形成代际

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机制。要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可持续供

给，必须在遵循“八性原则”基础上，以市场为载体，以客户为

中心，通过有效挖掘各类机构比较优势，形成微观—中观—
宏观各层面的利益引导和政策协调机制。

三、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

的制度约束

1978 年以来，虽经多阶段复杂的政策演变⑥，我国农村金

融机构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深层次

矛盾依然无法平衡，这造成：一方面必须通过不断新设金融

机构、“花钱买机制”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另一方面农村金融

机构改革过程中逆向选择、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等问题尚

未解决，金融机构冲动性扩张和风险频发并存。我国农村金

融改革陷入必须不断发放新牌照，成立新机构解决新问题的

循环怪圈之中，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可持续的问题无

法根本解决。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一）金融市场不完善，经营不可持续与业务扩张冲动并存

2005 年开始，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监管层规定涉农金

融机构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贷款用于农村，相关政策的初衷是

好的，但由于金融市场规模有限，投资领域受到限制，金融机

构不能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仅能利用信贷融资方式向同

一地区的借款人提供资金，这违背了投资多元化基本原则。
例如，某一地区的存款人为应对自然灾害而进行储蓄，若商

业银行仅将此类存款作为居民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资金来

源，显然无法规避该区域的系统性风险。若要实现收益覆盖

风险，金融组织必须对借款者收取更高利率，这将导致高风

险者获得资金的逆向选择现象，反而进一步的累积风险。基

于此，一方面局限于区域内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小型农村合

作机构等，因在封闭系统内无法分散风险而出现资金链断

裂，造成区域金融生态恶化、民间融资问题频发，另一方面，

为保证商业可持续，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必须不断向城市扩大

经营区域、拓展业务范围以抵御风险，却又形成金融机构不

断“洗脚进城”，脱离农村的悖论。
（二）政策补贴激励效果有限，寻租导致逆向选择风险

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来看，若通过持续补贴方式花

钱买机制，将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没有成本和风险边界，过

度补贴将造成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破坏。以农村信用社改

革为例，赢利的信用社不愿大股东加入，农户和个体工商户

又不愿加入亏损的信用社，结果亏损的信用社只能通过存款

化股金，达到人民银行专项票据兑付条件，最终强化了信用

社的内部人控制[15]。从金融机构的微观经营看，当存在政府补

贴机制时，金融机构将不再考虑自身风险组合约束，而是将

政府补贴看作既定的前提，反而不断提高风险容忍度，将风

险较高者纳入贷款范围。一个极端情况是，金融机构收取的

利息收益包含了全部贷款收益和财政补贴，这反而形成金融

机构对贷款者本应享有政策性补贴权益的侵害。
（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不明确，相关利益主体权责不明

在金融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通过增资扩股来满足监管

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却不必对股东负责；被剥夺了委托

人权利的股东，追求的是不须承担风险的短期高额收益；省

联社有权任命县联社的主任，但无须也没有能力承担县联社

经营不善的责任。各利益相关方追求的都是短期高收益，而

不是机构经营的可持续[16]。农村金融改革的“漏斗效应”，造成

一段时间以来对农村改革的投入被“规模巨大且迅速膨胀的

机构经营管理费用、贪污腐化，和由于不当行政干预造成的

信贷损失”消耗掉了。借助“三农”问题的政治化，地方政府通

过农村信用社改革间接获得了大量的中央资金[17]，这种非常

规的资金供给势必影响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四）信用约束机制不完备，微观主体存在道德风险

一是信用信息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有关风险的信用

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取得成本高但使用成本低，市场很难

有自发提供信用信息的激励。虽然部分涉农金融机构建立了

农村信用档案，开展了农村青年示范户建设等工作，但仅靠

部分金融机构，无法形成涵盖全部农村居民信用状况的公共

数据库，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二是信用惩戒机制缺乏导致

道德风险。在缺乏明确法律约束和社会失信惩戒机制的情况

下，小范围联保互保以及政府担保等，不是减少而是放大了

道德风险。在政策补贴权属不明情况下，借款者倾向于不履

约，以通过联合寻租骗取补贴资金。此外，联保、互保方式更

容易造成风险传递，联保圈内的一方违约甚至造成集体性违

约和系统性风险。

四、实现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的相关建议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要充分遵循普惠金融发

展可持续的理念，建立协调各方的利益兼容机制，应在加快

金融改革、释放潜在生产力基础上，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通过

改善经营管理模式、创新服务机制等提供可持续金融服务。
（一）完善资本积累和利益分享机制，实现权责统一

按照自下而上简政放权和自上而下局部试点、整体推开

的原则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一是明确投资收益方式和权责关

系。必须建立正常的资本增长和利益分享机制，使投资者有

明确的收益预期。应通过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股份制改

造和有效界定产权，理顺监管机构、省联社、信用社以及地方

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18]。二是明确地方政府责任。在赋予地方

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社会金融组织等监管权力的同时，明

确其承担区域金融改革风险和成本的责任，以此防止地方政

财政金融研究 张忠宇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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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道德风险。三是鼓励多种形式的资本联合。应积极鼓励

地方性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个人等参股控股区域性金融机

构，同时可以采取合作制、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形式

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发挥各类资本的风险管理和分摊优

势，形成相互监督的稳定机制。
（二）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风险收益相对称

一是农村地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先于城市。应该加快

农村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减少农村地区的利率价格控

制，在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定价空间的基础上，按照成本

分摊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平衡的原则，逐步放开村镇银

行、农村信用社等的存贷款利率管制。二是适度提高存款利

率上限，赋予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按照收益覆盖风险原则，

在适度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空间，保持合理存贷利

差基础上，鼓励农村金融机构适度提高存款利率水平增强价

格竞争力，防止资金虹吸效应。
（三）改变监管和财政补贴方式，实现财权事权相一致

除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民种养殖进行直接补贴外，应

取消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直接贴息补贴，并减少对金融市

场微观行为的干预。政府部门主要是创造有效的制度环境，

在改善区域金融生态、提升信息透明度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

险等方面，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和提供金融基础设施[19]。一是

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信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二是

以地方性财政资金为主体，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升防范系

统性风险的能力。三是建立区域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金融控

股集团，通过多样化经营分散金融风险。四是完善区域性金

融市场，创新金融投资渠道，通过丰富农业保险品种和开拓

农产品期货市场等，扩大农村居民投资范围、提升农村金融

机构风险分散能力。
（四）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实现整体性和灵活性

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法则，开展综合负债管理。基于大数

定律的贷款风险评价主要以整体评估替代个体评估，避免了

对个体客户分别授信所需要的大量调查、审批等环节，可有

效提升金融交易效率。同时，在保证贷款对象数量足够大的

情况下，可进一步分散投资风险。按照该法则，可围绕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开展资

金综合负债管理，也对其上下游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开展批量

营销[20]。二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有效布局金融业态。应根据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有效的金融组

织方式，合理发挥各类金融组织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要素

和工具整合。例如，将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优势与小型金融

机构贴近市场的优势相结合，开展批发性金融、小额贷款转

贷等服务，既拓展了农村资金来源，又扩大了金融覆盖面。

注释：

①“马先标：《城市化稳健快速推进的战略模式构建———
一个制度分析范式下的解读》，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

第 1 期，第 64-73 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稳健快速推进

的战略模式是加速期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在制度分析范式下，该战略模式的核心制度结构包括两个根

本着力点和“三证一协议”等核心制度”。在 2012 年第 11 期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刊登作者的《稳健推进城市化的若干问

题分析》一文（14-16 页）中，可能是考虑到目前国内与城镇化

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调控体系不够完善、政策执行力也还不够

强的国情约束条件，作者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加中国城镇化

应稳健推进，妥善处理好复杂的愈亿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难

题。所以，这里根据最新的实践发展状况，选择“稳健推进”的
表达称谓，而不是“稳健快速推进”。

②“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我国学者焦瑾璞首先

将“Inclusive Financial”翻译为“普惠金融”。
③2011 年以来，世界银行受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资助，成立了包含 148 个国家储蓄、借贷、
支付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数据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数据库，并

于 2012 年起定期发布包容性金融发展报告。详见：http：//e－
con.worldbank.org。

④该理念主要由联合国提出，并在 1972—1987 年举行

的一系列环境会议上不断完善。包括：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

环境会议、1980 年联合国全球自然资源会议 （IUNC） 以及

1987 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WCED）等。
⑤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⑥赵威：《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南方农村报》，

2008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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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尔的理论框架中，不仅产权界定是不完

全的，而且产权实现也是不完全的。产权界定的不完全以及

实现的不完全，其原因是多样的，深入分析产权不完全的原

因对于我们探讨现实产权问题意义重大。同时，巴泽尔的产

权不完全理论启示我们，由于产权可观察性、交易成本、资产

属性的无限性与认识有限性、实现能力、产权实现成本与收

益等因素的约束，产权界定和产权实现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

中，即产权界定、产权实现“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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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Barzel's Theory of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Hong Mingyong1,2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Barzel's opinion, the relativity of property rights can also be called the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The theory of
Barzel's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at least can be included two aspects: the incomplete definition and the incomplete
realization. We can analyze Barzel's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 diversity of asset attributes, the
limitation of understanding. Apart from these, the monitoring cost, human ability, implementation cost, observability are also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Barzel's theory of incomplete property rights; Incomplet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complete re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ransaction cost; Division of property rights; Supervision cost; Cost of implementation; Assets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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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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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New four-modernization new demands and the challenges of "outside and center" effect, the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and keep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ing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the financi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ind the optimism mode of th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and fiscal subsidies,
establish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inancial institution；Social welfare；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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