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有相

应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供给保障，资金保障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

金融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发展中

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国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不

方便”等突出问题。因此，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决策

者，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①在此背景

作者简介：杜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北京，1007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16AJY014）成果。
① 蔡昉、王德文、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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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深入，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涉农信贷投入持续增长，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当

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依然面临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力较弱、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供求双方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与挑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我国应深入推进金融创新，健全金融

支农政策体系，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

境，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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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涉农贷款持续增长，服务功能日益增强，推动了农业和

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通过设立新的金融机构、调整原有金融机构职能范围、建立现代金融企业

制度等方式不断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服务“三农”打

下了坚实基础。1979年 3月，我国恢复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承办中国人民银行的原农村金融业务。

1994年设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业承办中国农业银行的原政策性金融业务。1996年，从中国农业

银行中分离出农村信用社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对中国

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以弱化其专业银行功能，强化其市场主体地位。①针对农村信用社在实际运

行中所出现的合作金融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商业金融发展缺乏竞争能力的困难情况，2003年国务院出

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对农村信用社通过股份制的形式明晰产权关系，使其兼顾合作性和

商业性，同时由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帮助其解决历史包袱问题，优化资产结构。2007年 3月，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探索按照商业化原则服务“三农”的有效形式。2009年 1月，重组改制后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改革过程中，主要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的要求，不断推进涉农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盈利水平稳步提高。从表 1可以看出，作为涉农金融机构

主要盈利指标的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在显著

增强；2014年之后，受实体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影响，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有所下降。

表1 2007～2016年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
（单位：%）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村商业银行

资产

利润率

0.70
0.79
0.80
1.01
1.20
1.25
1.26
1.38
1.11
1.01

资本

利润率

12.97
13.71
13.36
13.82
15.43
15.94
15.91
17.23
13.95
13.14

农村合作银行

资产

利润率

0.84
1.03
1.05
1.19
1.30
1.34
1.32
1.15
0.96
0.63

资本

利润率

13.29
15.87
15.85
16.05
17.06
16.57
14.87
13.00
10.93
7.27

农村信用社

资产

利润率

0.45
0.42
0.41
0.36
0.74
0.82
0.85
0.95
0.80
0.69

资本

利润率

10.36
9.87
9.72
8.34
15.30
16.29
16.14
17.37
14.07
11.8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资产

利润率

1.42
1.28
0.96

资本

利润率

10.10
9.38
7.64

邮政储蓄银行

资产

利润率

0.40
0.60
0.63
0.57
0.55
0.52
0.51

资本

利润率

25.4
32.2
27.9
23.2
19.76
15.27
12.87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① 郭连强、祝国平：《中国农村金融改革40年：历程、特征与方向》，《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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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日益增强

随着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为代表的主要涉农金

融机构改革的深入，我国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供给格局开始逐

步形成。2008年和 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先后开展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三

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使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建立了一套更加符合“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

需要的信贷政策制度体系，县事业部经营主体地位有所提升，经营决策重心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下

沉，营业税减免、监管费减免、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扶持政策基本落实到位，“三农”服务能力显著

改善。

进入 21世纪特别是 2005年以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更加强调市场导向，使市场机制在农村金融资

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突出表现是放松市场准入限制。2005年底，各地方政府开始试点设立小

额贷款公司。2006年底，吉林、四川等六省（区）开展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首次放松对民间

资本的银行业准入管制。在此之后，各种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发展，日益成为农

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并推动农村金融事业向市场化的方向深入发展。根据统计，截至 2016年
底，全国已有 1259个县（市）核准设立村镇银行，县（市）覆盖率达 67%；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 1519家，其

中 64.5%设在中西部地区，资产总规模达 1.24万亿元，累计为 352万个农户和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580万
笔，累计发放贷款金额达3万亿元。①

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实施保费补贴政策，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

进”的原则下，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农业保险获得快速发展。2016年，玉米、水稻、小麦三

大粮食作物平均承保覆盖率超过 70%，补贴品种从最初的种植业 5个扩大至种、养、林 3大类 15个，基本

覆盖了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主要大宗农产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 2007年的 6家增加到 26家，

农业保险服务点乡镇覆盖率达 93%，村级覆盖率达 48%。2007～2016年，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从

1720亿元增加至 2.16万亿元，共计向 2.4亿户次农户支付赔款 1544亿元。②农业保险日益成为农业和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2016年和 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要求。全国农业信

贷担保体系主要由国家级、省（区、市）和市（县）三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组成，其中，省级和市（县）级农业

信贷担保机构可以直接开展农业信贷担保业务，作为国家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全国农村信贷担保联

盟主要为省级机构提供政策指导、业务规范、再担保、风险救助、人员培训等服务，不直接开展农业信贷

担保业务。2016年 5月，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目前，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组建

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此外，近年来，农业和农村领域直接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股票、债券融资额显著增加，农产品期货

市场稳步发展，涉农互联网金融业务增长迅速。总的来看，我国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

系不断完善，服务“三农”的能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①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②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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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金融服务环境不断改善

加强农业和农村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发现和增进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是解决农业和农村领域融资难

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开展农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于

2013年和 2015年印发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基本数据项指引》和《农户信用信息指标》。各地区因地制

宜，开展了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主体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在县（市）层面建立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

信息共享和信用培植，为生产经营主体、涉农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服务。截至 2016年末，全国

已累计为1.72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已有近9248万农户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达2.7万亿元。①

近年来，农村支付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截至 2016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已覆盖

11.84万个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达 93.46%；农村地区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1823万个，个人银行

结算账户35.61亿个，各类银行卡25.52亿张，人均持卡2.8张；全国助农取款服务点达98.34万个，行政村

覆盖率超过90%，办理支付业务合计4.95亿笔，金额达4247.78亿元。②

（四）涉农信贷投入持续增长，支持“三农”力度不断提高

随着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涉

农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规模不断增长，有力地促进了

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表2列出了2007～2016年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增长情况。2007～
2016年，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从 15055亿元增长到 36627亿元，年均增长 10.7%；农村贷款余额从

50384亿元增长到 230092亿元，年均增长 18.7%；农户贷款余额从 13399亿元增长到 70846亿元，年均增

长20.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从61151亿元增长到282336亿元，年均增长18.8%。

表2 2007～2016年我国涉农贷款统计情况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均增长率

农业贷款

余额（亿元）

15055
15559
19488
23045
24436
27261
30437
33394
35137
36627

10.7%

同比增长

10.0%
25.2%
18.3%
13.7%
11.6%
11.7%
9.7%
5.2%
4.2%

农村贷款

余额（亿元）

50384
55569
74551
98017
121469
145467
173025
194383
216055
230092

18.7%

同比增长

18.4%
34.2%
31.5%
24.7%
19.8%
18.9%
12.4%
11.2%
6.5%

农户贷款

余额（亿元）

13399
15170
20134
26043
31023
36195
45047
53587
61488
70846

20.4%

同比增长

16.4%
32.7%
29.4%
19.1%
15.9%
24.5%
19.0%
14.8%
15.2%

全口径涉农贷款

余额（亿元）

61151
69124
91316
117658
146016
176310
208893
236002
263522
282336

18.8%

同比增长

20.8%
32.1%
28.9%
24.9%
20.8%
18.5%
13.0%
11.7%
7.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①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②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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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金融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并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总体来说，农

村金融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相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来说，农村金融服务依然

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力较弱

长期以来，由于一系列的自然因素、市场因素及制度因素，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力较弱的问题一直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使得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对农业经营者的融资需求持谨

慎态度。①就自然因素来说，农业生产严重受制于不可控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产出波动性较

大，盈利状况难以准确预估，不利于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就市场因素来说，各生产周期

之间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再加上大多数农产品存在需求弹性低、“谷贱伤农”的特点，导致农业生产经

营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就制度因素来说，农户对于耕地和宅基地仅具有承包权和使用权，农村土地和

房屋流转渠道有限，其他资产如农机具折旧快、处置难，导致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财产，融资能力较

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以下简称“两权”）抵押

贷款的改革方向，国务院也于2015年8月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②但由于现有土地规划管理制度的制约和农村产权市场的不发达，“两权”抵押

贷款试点在现实实践中进展还比较缓慢。

（二）农村金融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阶段的多样性以及盈利能力的差异性，决定了我国农村金

融体系必须具备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而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建立一个与其相适应的多元化的

金融支持体系。相比之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一方面，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有待健全，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共同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有待健全。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主

体天生具有弱质性，金融服务具有成本高、回报低、风险大等特点，需要寻求政策支持和商业可持续之间

的合理平衡，促进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共同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

差异较大，层次众多，更需要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与之相适应。总体来看，我国政策性金

融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上还较为欠缺，商业性金融层次不够丰富，合作性金融还需

在规范中继续探索有效发展的途径。③

二是中小金融机构数量不足仍是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来者，立足

① 刘文璞：《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之路的探索与前行》，见孙同全、董翀、陈方等：《中国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与农村普
惠金融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24/content_10121.htm，访问日期：2019年6月3日。

③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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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色鲜明的中小金融机构能够对改善农户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村镇

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虽然发展较快，但准入门槛依然偏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仍然不够

充分，农村信用社或由其改制而来的农村商业银行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仍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这也

是农村金融市场利率过高、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农村金融服务种类的多元化不足。当前，我国各地区之间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差

异，而农村地区市场主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应当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

特征，即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规模化融资与小额分散融资并存，融资需求与风险管理需求并存；在

融资需求的满足方式上，应当是银行贷款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融资租赁并存，信用贷款与抵押担保并

存，等等。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种类的多元化、多样性相比，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还比较

单一，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现有金融体系尚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就提出了更高

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是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特征，决定了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上短期、

小额、分散的周转式需求，也应当包括长期、大额、集中的规模化需求。土地规模经营需要增大农田水利

等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投入，这就意味着现代农业发展不仅面临季节性的流动资金需求，也包括大量的

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资金需求，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和传统小额金融支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

二是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提供综合化的大金融服务。传统农业主要位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其金融

服务需求主要是短期的季节性流动资金。现代农业已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扩大到农资销售、农机服务、科

技推广乃至农产品深加工及流通等各个环节，农业产业链大为延长；相应地，其金融服务需求已不仅仅

是短期性、周转性的流动资金需求，而是包括农产品定价、风险管理、资本经营等多种需求，这就要求将

传统农村金融业务范围拓展到银行贷款之外的保险、期货、证券等大金融领域，提供综合化的大金融

服务。

三是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提供信息化、网络化的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流横跨产业链上下游

与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相应要求有很强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供给者能够更多

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平台，提供全方位、网络化的信息服务，有效提升其资金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

水平。

（三）农村金融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严重

首先，农户信用水平低。在金融市场上，如果金融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借款人的

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①在此情况下，先行的资金出借行为可能会遭受失信

违约风险，从而阻碍借贷关系的形成。②长期以来，我国农户存在经营规模小、市场化组织程度低、信息

① Stiglitz J. E. and A. 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Vol. 71(3), pp. 393～410.

② Williamson E. O.,“Credible Commitment: Using Hostage to Support Exchang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
view, 1983, Vol. 73(4), pp. 51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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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不高、信用记录缺乏等特征，信用水平低、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业和农村领域“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农户缺乏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农业生产本身具有高风险特征，加之农户

自身知识能力所限，导致农户对自身未来的偿债能力缺乏清晰准确的预测与判断，特别是对农业投资收

益、未来现金流的估计分析能力有限。在农户向涉农金融机构借款时，金融机构更难以了解和掌握农户

的未来偿债能力，在此情况下，容易发生农户的过度举债行为。再次，金融机构难以掌握农户民间资金

借贷互助信息。在中国农村地区，民间资金借贷或互助比较流行。农民在缺乏生产生活资金时，亲朋好

友、乡亲邻里之间资金借贷或互助行为比较普遍，而这种信息难以为金融机构全面掌握并在此基础上对

农户偿债能力做出准确评估。①

三、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主要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

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

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优先保障‘三

农’资金投入，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

个环节”。为落实十九大及 2018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当前应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进农村

金融改革与创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健全金融支农政策体系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金融需求庞大而供给不足的局面，扩大农村金融

供给仍然是首要任务之一。在金融支农政策上，需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
推动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

融事业部”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限、低利率的资金，发挥金融支农的骨干作用。通过合

理确定业务范围、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明确资本补充计划、健全治理结构，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

性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作用。

第二，鼓励设立农村金融产业发展基金。通过财政主导发起、金融资本参与、社会资本补充的方式

设立农村金融产业发展基金，整合优势资源，撬动社会资本，分散运营风险，扩大农村金融供给。

第三，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支农再贴现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金融机构

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深入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

提高信贷政策执行效果。积极引导小额担保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向贫困地区倾斜。

① 张承惠、郑醒尘：《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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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村合作金融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

以下优势：一是将农村本地资金留在了农村市场，同时通过吸纳城市银行贷款和政府财政资金来缓解农

村资金外流，弥补了农村地区大型金融机构服务的不足；二是解决了大型金融机构与农户及小微企业之

间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运营管理成本高等问题，贷款程序更加灵活、方便、快捷；三是将民间借贷资金

有效引导到正规渠道，使其规范化、组织化，拓宽了民间资金的流通渠道，增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

给。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为提升效率并兼顾社会公平原则，应进一步放开

民间资本的准入资格限制，鼓励其参与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

盖率低、市场垄断低效、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①因此，应继续放松农村金融领域准入限制，推动农

村信用社深化改革，提高民间资本注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同时要明晰

产权和完善治理结构，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因地制宜贯彻执行国家已出台的

政策措施，改制村镇银行既可以由国有商业银行发起，也可以考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民间资本；扩大

村镇银行的试点区域；改变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的比例被限制在 49%以内的

现状。②

第二，发展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通过吸纳社员股金、向金融机构贷款、申请财政

扶持资金等途径获取资金后，可以向内部社员调剂资金余缺，促使其发展多种经营和农业生产。对于当

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来说，要想在激烈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

可以走多方联合发展的路子。首先是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发展。在实践中，农村资

金互助合作社与商业银行之间可以通过“批发－零售”模式再贷款、资金拆借、联合贷款等方式合作发

展。其次是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发展。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有系统内调剂、同业拆借、

人民银行再贷款等多个体系支持其流动性稳定。对于尚不能有效获得银行机构流动性支持的农村资金

互助合作社来说，通过建立联合组织、调剂资金余缺，保持稳定的流动性，是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再次

是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发展。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纯粹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

组织和纯粹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都难以成功，由两者融合而成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农协则是必然趋

势，其核心是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组合在一起，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因此，我国农村资金互助合

作社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形成的农协。

第三，设立农村合作金融公司。按照合作金融的性质与原则，我国正规的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

存在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都意欲使其承担商业性、政策性和合作性金融体系

中的合作金融角色。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属性并没有真正得以恢复，并最终于 2011
年确立了彻底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 总的来看，正规合作金融在中国农村地区长期处于缺位状

态。伴随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已经刻不容缓。当

① 杜婕、霍焰：《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制度分析》，《财贸经济》2013年第3期。
② 夏汛鸽：《民间资本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2期。

92



前，应当积极探索由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他合格投资者出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农村合作

金融公司，在“三农”领域开展贷款、投资、资本管理等业务，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缓解农村

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第四，设立农业租赁金融公司。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

业。在租赁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的使用权；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可选

择退租、续租或者留购。租赁期内出现问题时，租赁公司可以回收、处理租赁物，因而在办理融资时对承

租人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比较适合经济实力薄弱的经营主体和中小企业融资。与此同时，发展现代

农业需要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机器设备的投入，在农业农村领域各类生产经

营主体普遍缺乏有效抵押（质押）物、资信不足的情况下，应当积极发展农业租赁金融，使融资租赁成为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特别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较为迅速、涉

农企业较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区域，应当鼓励企业、金融机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创设农业

租赁金融公司，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设备租赁、土地信托等服务。

（三）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依然较为落后，金融服务品种单一，主要集中在传统

的存贷款业务上，满足农业农村领域各类经营主体信贷资金需求的信贷品种较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不能适应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未来，应当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金

融服务产品的多样化来满足农业农村领域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

第一，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态势，健全多层次农村金融市场。鼓励金融机构组合运用

信贷、租赁、期货、保险、担保等工具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开展直接融资，扶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发行

债券，降低融资成本；继续推进农业保险发展，扩大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发展保证保险贷款产品；根据

各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开发适合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覆盖产业链的融资、风险管理、资

本化经营等多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满足农户创业、消费、家庭理财需求的微型

金融产品和服务；结合落实《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增强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对高效率、低成本金融供给的可获得性。

第二，拓宽农业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满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推动银行开展应

收账款质押、动产质押等适合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①尝试开展以农业机械设备、承包土

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各种新型抵押担保方式，扩大金融供给。探索涉农信贷与涉农保险合作，将涉农保

险投保情况作为授信要素之一，拓宽涉农保险保单质押范围。

（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依然存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金融运行环境欠佳、征信体系建设滞后、诚信环境缺乏、金融服务体系不完整等问题，制约了金融对于

① 周小川：《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求是》201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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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发展的支持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第一，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发现和增进农业和

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实施与信用等级相对应的信贷额度和利率，促进小额信用贷款发展，是缓解

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有效途径。各地要因地制宜，由政府部门联合农村基层组织、金融机

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协同工作，多渠道采集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信

息，建立完善信息共享、信用培植、中介服务、政策扶持、金融支持等为一体的网络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

及相关各方提供信息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将信用评价结果纳入信贷管理之中，推动地方政府加大对信

用户、信用村镇的支持力度。

第二，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我国农业和农村经营主体普遍缺乏法律意义上规范的抵押品，农业

生产经营同时面临自然、市场双重风险，由此导致信贷融资长期以来面临较为困难的局面。建立财政支

持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既是引导金融资本投入农业，解决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手段，也

是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对于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促进

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快建立涉农融资性担保机构，

采取信用担保和再担保等方式，解决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第三，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加速推进清算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覆盖，大力普及结算账户，依托农村养

老、医疗、财政补贴、公用事业等代理项目按需发卡，并大力推动“一卡多用、一卡通用”；支持金融机构和

支付机构研发适合农村特点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业务，打造一系列便民金融电商服务平台。

总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要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金融优先服务领域，着

眼于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所提出

的新要求，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为加快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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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Cui Ye, Wang Qi

Abstract: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ne governance is a necessary way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not only faces signifi-
cant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such as strong support from national power and policie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system, but also needs to properly deal with some key relationships, includ-
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general and core capabilities, comprehensive and special planning,
and cooperation and isolation tren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work together at three progressive levels: improving domestic maritime governance, solving re-
gional maritime affairs and guiding the reform of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key relationships; realistic paths

The "Regional Sea" Mechanism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tim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Quan Yongbo, Ye Fang
Abstract: The regional seas mechanism is a governance mode for sovereign stat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o

solve regional ocean problems through bind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coop-
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The value order of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is the
basic logic, the regulation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i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the supranational model is the
operational logic. For China,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maritim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eeds to be deter-
mined by the basic value logic. Under the overall governance, we need to find the "common benefit" ele-
ments of global maritim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gradually form a participatory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scheme for China.

Keywords: regional seas; maritim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logical guidance; path orientation

China's Rural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Du Xi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has made further head-
way, rural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continually improved, rur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advanced steadily, the amount of loan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has bee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now,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issues such as weak financing ability of agribusinesses, imperfect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nformation asym-
metry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et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we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dvance financial inno-
vation.

Keywords: rural finance; financial reform; financial innov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Premodern Chinese Female Poetry within the Culture of Scholar-officials
Qian Zhixi

Abstract: Premodern Chinese female poetry originated from folk songs; from folk songs, "air" poems of
the Shijing, Han yuefu, to pentasyllabic poetry, female authors held a position almost as prominent as male
authors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Since the Wei and Ji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ristocracy and its cultu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female poetry became a depend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scholar-officials. Nonetheless, in
the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it had different ways to connect with the culture of scholar-officials, and
tended to be in syn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istocracy system in the later imperial. Meanwhile, the phe-
nomen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at took place among male literati also happened to premodern Chinese fe-
male authors in a similar fashion.

Keywords: Female literature; female poetry; the culture of scholar-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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