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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

扶贫开发任务。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根据现有的贫困标准，2014

年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

约占农村居民的7.2%。政府决定到

2020年、即在仅剩4年时间要实现全

部脱贫，平均每年要减贫1170万。

目前，全国农村地区种种扶贫措施

正在展开。金融助力精准扶贫有巨

大空间。

小额信贷精准扶贫的

巨大空间

直接的精准金融扶贫方式多元

化，其中小额信用贷款项目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农村小额信贷以农村扶贫

和促进农村综合发展为主要目的，类

型很多，包括项目小额信贷、由政府

或者代表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

目、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正

式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业务、农

村小额贷款公司，以及私人创办的小

额信贷项目，如茅于轼老先生过去所

创办的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民互助基

金会”，又如高战先生用自己卖房收入

按照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在自己老家

创办的小额信贷项目等。

其中正式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

贷业务部分服务于扶贫目的，农村小

额贷款公司绝大部分不以扶贫为目

的。茅于轼先生在山西创办的小额贷

款公司由其原来创办的互助基金会升

级转型而来，就是由采取贴近农户、

小额放贷、商业利率的方式，有着较

多的扶贫考虑。其他类型的小额信贷

基本上以扶贫为目的。

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的

扶贫小额信贷的运作问题

我们把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

金融定义为正式金融，不纳入者为非

正式金融，介于两者之间者为准正式

金融，由此观察不同类型金融组织与

活动的运作及其与扶贫的关联。

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的扶贫小额

信贷的运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

包括 ：一是供给总量均有限，市场需

求满足率较低。大多数旨在扶贫的准

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小额信贷仅是试

验性的，因而资金总量有限。二是政

府限制所有小额信贷项目吸收强制性

存款，也禁止其动员自愿性储蓄，并

对利率水平给予一定的限制，所有小

额信贷项目或机构需要经受机构和财

务可持续性的考验。相比较，国际上

小额信贷的成功操作模式是基于吸收

小额信贷客户（即特定贫困群体）的

自愿性储蓄以及推行面向客户自愿性

储蓄的小额信贷金融中介活动。三是

小额信贷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投入和管

理人员投入，从而导致管理成本高，

难以做到财务可持续性。四是中央银

行还没有批准众多扶贫小额信贷机构

化，这也影响了小额信贷项目的机构

和财务可持续性。

农村社区发展基金也分属准正式

和非正式金融两种基金。它们在严格

意义上也是一种小额信贷，目前各地

试点较多。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

额信贷，其资金来源和管理非常灵活。

资金来源可以是社区成员股金，村集

体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外部第

三方捐赠人赠款，甚至外来投资人的

投资 ；管理单位既可能是成员自管，

村集体管理，专业合作社管理，外部

资助方项目管理办公室管理，等等。

但这两种社区基金资金供给总量均有

限。同时，部分社区发展基金接受政

府补助，以低息形式运行，实际上仍

然破坏了金融市场，扭曲了市场过程，

使得资源不能朝着回报率较高的方向

配置。

还有大量的有息或者无息小额民

间借贷，均属于小额信贷。中国人民

银行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小组

于 2007 年组织的全国 10 个省（区）

20040 户农户调查显示，在农村，农

户从民间借贷所得的户均资金其实大

于正规金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均有愿意支付的、有能力支付的有效

金融服务需求，大量需求并没有得到

满足。

小额信贷公司属于准金融机构，

可算作准正式金融。政府最初推出小

额贷款公司的本意是服务三农，而且

与此相应要求这些公司发放小额贷

款，但实际运作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小

贷公司偏离了这一本意。这些公司是

其股东们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设

立的，其是否考虑扶贫目标，事实上

我

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空间
■ 冯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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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以规定来要求。

正式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

运作问题

正式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正在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农信社的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具有小额、分散、

不需要抵押担保、办理快捷简单的特

点。人民银行还曾向发放农户小额信

用贷款的农信社提供再贷款资金，变

相补贴部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息。

虽然最初很多农信社对发放农户小额

信用贷款有所疑虑，但运作的结果却

是农户和农信社双受益的“双赢”格

局。2003 年以来，农信社大量改制，

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

业银行。2011 年，银监会发文要求

全部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农村商业银

行。三者合称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或暂称“农信社系统”。这些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以在

支持贫困户的经济活动方面作出重要

的贡献。

由于现有三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的单个社员或者股东规模均比较大，

其运作必然走向商业化，而非合作化。

这就说明，我国缺乏真正奉行合作社

原则的信用合作社。而真正奉行合作

社原则的信用合作社一般人员规模要

小，地域跨度也不大，其联社由这些

初级社联合设立，由初级社拥有和控

制。这些初级社可以直接把贫困者发

展为社员，并对这种社员根据合作金

融的运作要求（包括一人一票，互惠

互助，利率可弥补成本，不以盈利为

目标）实行非意图的金融精准扶贫。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也纷纷紧密

围绕国家扶贫政策特别是新十年扶贫

开发纲要的有关精神展开行动，其中

农业银行推出了“双联惠农贷款”、“金

穗富农贷”和“金穗强农贷”等产品，

意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可持续的扶

贫开发之路。

前述人民银行调查结果表明民间

金融对农户的支持规模居然大于正式

金融，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长期金融

抑制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村的正式金融

发展。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在全国

范围内推进金融扶贫的空间还很大，

信贷配给问题还非常严重。如果要真

正瞄准贫困人口，则需要精准发放真

正小额、分散、灵活、适时的贷款。

贷款数额大了，其对贫困户的瞄准率

一般会降低。正式金融机构在这方面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需要实现其机构

和服务下沉，也需要引入上述真正的

农村信用合作社。

互联网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即便无财富

积累且无创收能力者也可以享受多种

多样的金融服务，比如小额存款，小

额贷款，小额支付，小额结算等等 ；

互联网金融恰恰为每个穷人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储蓄、借款、保险、担保、

投资、生产、经营和创收机会。各种

P2P，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淘宝，

各种 O2O 平台（线上对线下），所有

这些运作可以为每个有心人提供巨大

的想象、运作与参与空间，不仅让这

些曾经的被接济者或被救济者有若干

收入，也为有一定基础的有心人提供

了巨大的想象与创富空间。

互联网金融不仅能把投资者、商

家和消费者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商家

和分散农户结合起来，包括贫困农户。

目前我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淘宝村。淘

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

户数 10% 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

到 1000 万元以上的村庄。2013 年，阿

里发布了 20 个中国淘宝村，仅仅一年

过去，这一数据就被刷新到了 211 个，

首批 19 个淘宝镇（拥有三个及以上淘

宝村的乡镇街道）也随之涌现。这些

淘宝村既可以在东部发达地区出现，

也可以存在于中西部地区 ；这些商户

和分散农户，既可以是富裕者，也可

以是贫困者。我国越来越发达的快递

行业和其他物流配套设施，为这些商

户和分散农户的产品供应提供了低成

本的快捷运输通道。阿里巴巴集团对

淘宝村推行三大扶持措施，包括信贷、

培训和推广等三方面。在信贷扶持方

面，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集团为入围

2014 年中国淘宝村名单的村庄给予优

质卖家授信支持，并将立足长期，探

索在卖家经营和消费方面为淘宝村提

供一揽子金融支持方案。根据金融学

理论，这种信贷流与产品流之间的连

带性（interconnectedness）往往是有效

的。蚂蚁金服所提供的互联网金融服

务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正能量。

现在很多地方通了移动通讯服

务。但是，非常边远落后的地区，往

往是贫困人口的集居地，移动通讯服

务有时没有覆盖。这方面的低成本覆

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要求。而智能手

机的价格可以低到数百元一台。有了

移动通讯网络的覆盖，农户可以通过

收取短信方式或者通过安装专门的应

用手机软件处理其各种商品买卖信

息，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

移动互联使得过去不可能做的事

情成为简单易行。一个例子是 2011 年

成立的一亩田集团。该集团背后是著

名的红杉资本。该公司通过移动互联

和一亩田的手机应用软件把各地的农

产品好产地与各种超市或者其他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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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指示；2014

年，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

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

思想落地；2015年，习总书记提出扶

贫开发“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

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结合精准扶贫的

背景、意义及金融支持等方面表达了

自己的观点。

精准扶贫的背景是生产过剩

《金融博览》：“精准扶贫”提出

的背景是什么？

温铁军：我们先看历史。1929

年～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起自

生产过剩，结果之一是导致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六七十年代是第二轮

生产过剩，那个阶段出现了越南战争，

中东战争，民权运动，黑人运动等等

冲突，西方的生产过剩往往意味着社

会冲突和战争。

中国在 20 世纪用了近 100 年的

时间，大致完成了一个工业化的过

程。到 90 年代末期，中国遭遇到了

工业化阶段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

过的产业资本形成到产业资本过剩的

过程。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去

产能、去库存，仍然是那一轮生产过

剩的延续。

我们缓解生产过剩的方式，不是

战争，不是内乱，而是大规模的基本

建设。这是大的背景。

《金融博览》：这种缓解生产过剩

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呢？

温铁军：改革开放 20 年时，我们

造成了并行的三大过剩、三大差别，

分别是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

加上传统的劳动力过剩，城乡差别、

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

三大差别都是由市场造成，却不

能由市场自行解决的问题，精准扶贫

恰恰是面对市场失灵而提出的政策思

路，我把这个叫做与生产过剩有关的

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

金融精准扶贫要结合三农、

三治，回嵌式发展

《金融博览》：如果说商业金融的

思路已很难适应现在的扶贫要求，那

20

温铁军：
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回嵌式发展

商家对接。而农产品好产地的供给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者大农户则

可以带动一大批的农户。很显然，这

个平台上的商业运作为互联网金融服

务的切入与配合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贫困者也会从中获益。这种 O2O 平台

解决了农产品供应中的信息不对称，

减少了交易成本，形成了一种巨大的

人际合作扩展秩序。而且即便存在参

与者越多越好的“网络效应”，也并不

影响全国出现多家“一亩田”，提供某

种差别产品或者类似产品。社会舆论

机制、网上内控机制与用户评价机制

则有利于形成一种诚信体系。这种诚

信体系是市场内生的，也为市场发育

与拓展所需要。尽管一亩田最近在运

作中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但是我们

应该允许其有点时间改正错误。也希

望有类似的厂商能够进入，与之展开

绩效竞争。

“互联网 +”或者“＋互联网”

的金融扶贫方式正快速发展，将有利

于精确瞄准贫困者。贫困者无论施行

自扶或者接受帮扶，互联网金融均可

以发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

■ 本刊记者　刘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