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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融视角的我国农村消费支持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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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重视金融支持作用。当前, 我国 农村金 融体系 不完善, 农村 消费的 金融缺

失, 表现为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政策不健全、
金融服务质 量不高等。应 立足扩 大内需, 特别 要把扩 大农村 消费需
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完善农村金融网点、创新金融产品、加强 农村金融 生态环 境建设、完善 政策支 持体系
以及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建设等方面, 积极构建农 村消费金融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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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是影响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 农民收

注入了农村消费的动力。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支持表

入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和消费结
构升级, 建立农村消费支持体系既是启动农村消费

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消
费信贷改变农村市场的流动性, 增强农民的支付能

市场的前提, 又是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长久机

力; 间接的方式是通过投资将资金注入农村, 投资收

制。金融因素的积极作用在城市消费市场发展实践

益转化为农民收入, 从而影响农村消费( 见图 1) 。

中已被充分证明, 其支持手段和机制也较为成熟, 将
金融因素引入农村消费市场, 构建农村消费的金融
支持体系, 对激发农村 消费潜力、改变农村消 费观
念、
扩大农村消费市场、
提升农村消费结构等将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为建设更具活力和现代气息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注入新动力, 也是农村消除金融危

图1

金融部门对农村消费的作用机理

机不利影响的现实选择。基于此, 文章将从金融对

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支持活跃了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消费的支持效应、我国农村消费的金融缺失状
况及农村消费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方面进行探讨。

大大增加了农村的流动性资金, 而且还会产生乘数

一、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支持效应分

效应。以投资方式注入的资金, 会通过投资乘数产
生数倍于投资的收入, 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
力; 以消费信贷注入用于农村生产消费的资金, 是为

析
1. 金融支持农村消费的作用机理

提高农业生产而进行的准备和投入, 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农民收入, 进一步积累农村消费资金。此

农村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生产消费

时, 农村内部资金流动就不再是单线型, 而是单向和

指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生产资料的购买, 生

循环共同交织, 在资金的持续运动中, 农村消费能力
不断累积。

活消费指的是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物质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农民最
主要的支出渠道, 受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在没有其
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 农民消费支出部分以单向流
动方式存在。金融因素的介入使得农村内部资金流
动渠道多向化和复杂化, 激活了农村消费的潜能, 也

2. 金融支持农村消费的现实效应
在我国, 金融被引入农村经济发展已有近 60 年
的历史, 1951 年 5 月,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 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
用社, 这可以看作是农村金融的开端。历经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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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探索和改革, 农村金融规模不断壮大, 目前已
经形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社、
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以及邮政储
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渠
道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充分发挥着引导信贷资金
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纽带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鼓
励了农民的消费支出, 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 [ 1] 。
从图 2 可以看出, 199522008 年, 我国农村平均

图 3 1995- 2008 年农业贷款

0< r < 1, 表明两者呈正相关, 当- 1< r < 0, 表明两
者呈负相关, r 的绝对值越接近 1, 表明两者相关性

每人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越强。经过对 1995- 2008 年数据计算, 农村平均每
根据收入与消费的关系, 随着农民现金收入的提高,
人年现金支出和农业贷款的相关系数 r = 0. 966 4,
农民的现金支出也逐年增加, 但受边际消费倾向递
这表明农民现金支出与农业贷 款是高度正相 关关
减规律的影响, 增加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越来
系, 消费是农民现金支出的最主要方面, 农业贷款也
越小, 然而对 199622008 年 的边际现 金支出倾 向 B
是当前金融支农的最主要方式, 因此, 金融对农村支
的计算结果( 如表 1) 表明, 近年来, B不仅明显偏高,
持力度越大, 越能带来农村消费的增加。
甚至有些年份还超过了 1, 这就意味着, 农民的现金
支出并不完全是来源于现金收入, 而金融成为了农
民现金支出的又一重要来源。

二、我国农村消费的金融缺失
长期以来, 农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农民消费能
力薄弱, 抑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成长, 这也意味着农
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 农
村人口每增加 1 元消费支出, 将为整个国民经济带
来 2 元消费需求, 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

图 2 199522008 年农 村平均每人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
表 1 199622008 年边 际现金支出倾向值 B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年份
边际现金
支出倾向

多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可增加 238 万台( 件) 消费需
求。把农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是扩大内需
的重要任务, 而金融将在这个转化中担当起推波助
澜的作用, 但农村消费市场金融支撑乏力使得金融
因素应有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农村消费市场

1.42 1. 38 0. 59 0. 50 - 1. 13 0. 94 0. 86 0. 46 1. 07 1.03 0.94 0.92 0. 93

农业贷款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仍然表现为金融缺失。
1. 金融实体缺失

2000 年以来, 农 业 贷款 的增 长速 度 明显 加 快 ( 见

金融实体是为农村消费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金融

图 3) , 2000- 2008 年, 农业贷款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机构网点以及配套的服务设施, 是金融支持农村消

17. 84% , 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率和现金支出增

费的物质载体。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 包括农业

长率分别为 11. 04% 和 11. 31% , 农业贷款的增长速

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不断 收缩县及县以 下机

度明显快于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定程度

构, 业务重心全面转向城市, 农村网点普遍不足; 农

上弥补了农民现金支出快速增长带来的资金缺口。 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农村最基层的金融组织机构, 虽
此外, 除了正规金融渠道的支持外, 农村还广泛存在

然拥有遍布农村乡镇的网点, 但是电子化等硬件设

着非正规金融渠道,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首次采用

施建设落后, 无法提供高质量的现代金融服务; 邮政

定量方法对金融现象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中国农户

储蓄银行长期只存不贷的模式使其业务的转型还面

只有不到 50% 的借贷是来自银行、
信用社等正规金

临较大的技术和风险考验 [ 3] 。从 2006 年开始, 国家

[ 2]

融机构 。

开始试点推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截至 2009 年 6 月

为了进一步表明农村消费与金融支持之间的关

末, 全国已有 118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 其中村

系, 可以利用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计算平均每人年

镇银行 100 家, 贷款公司 7 家, 农村资金互助社 11

现金支 出 和农 业贷 款 的相 关 系数 r , 计 算结 果 当

家, 但是对于广大农 村而言, 农 村人均拥有机 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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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从业人员与实际需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截至

环境、
信用环境、
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等改革还没

2008 年末, 仍有 1 424 个乡镇没有金融服务, 农村吸
储机构众多, 但提供贷款等服务的机构大多却只有

有到位, 特别是与消费信贷联系最为紧密的信用环
境方面。目前, 农村居民个人信用登记评定方面的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业银行。此外, 农村消费支

信息很少, 造成金融机构在办理个人消费信贷时没

付网点严重不足, 许多 乡镇的农业生 产资料、农产

有控制风险的充分而有效的证据, 造成了农民与金

品、农村 日用 消费品 等经 营网 点未 安装 POS 机、 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 影响了金融机构信贷的积极
ATM 机等金融支付工具, 影响农村消费的方便、快 性。此外, 广大农民消费信贷的观念不强, 很多人宁
捷和安全。

可少消费也不愿意借钱消费, 确实需要贷款的, 一般

2. 金融产品缺失
虽然我国农村潜在消费需求巨大, 但由于传统

也首先选择向亲戚朋友借贷, 因此, 农村消费信贷现
实市场的狭小对金融机构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刺激

消费观念的影响, 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

性不强, 在客观上影响了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意愿。

后, 要把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 还需要付出
较大的努力, 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 由于农村消费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代价很高, 金融机构出于

4. 政策缺失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

自身收益考虑, 较少设计专门针对农村消费的金融 / 三驾马车0的动力之一, 是克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
产品和服务, 导致农村消费金融产品供给不足, 供需
矛盾突出。目前, 金融机构发放给农户的贷款大部

响、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靠途径。为此, 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如/ 家电下乡0、
/ 汽车下

分都以生产性的为主, 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 虽然生

乡0等, 旨在鼓励和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 另一

产性的信贷会间接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 但农户在

方面, 在制定相关消费信贷政策时却忽视了农村消

对信贷资金的使用过程中, 生产性用途和消费性用
途往往很难区分, 消费性信贷的偿还需要更长的时

费增长的规律, 表现为金融支持农村消费的政策缺
失。目前, 有关部门没有出台鼓励农村消费金融信

间, 一年的借贷期 限显然超过了农 户的还款能力。 贷的政策, 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也没有相关
农村消费支持的金融产品单一, 一般以小额信贷为

的约束和监管措施, 使各个金融机构/ 各自为政0, 依

主,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农民对住房、 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消费资金短缺问题, 结
汽车等需求不断增加, 这些大宗物品对资金的需求 果使得国家惠民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农村消费信贷
量大, 客观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大额信贷或分期付款

抵押担保政策不完善, 广大农民除了房屋和生活资

服务, 此外, 医疗贷款、
教育贷款、
旅游贷款等新兴的
消费贷款项目, 也需要在农村推广。农民收入水平

料外, 很难提供符合贷款保证要求的有效足值抵押
物品, 而金融机构一般要求要农户提供易于变现的

不同, 其消费水平和结构差别很大, 而目前金融机构

有效抵押, 很多农户都无法满足抵押要求。农村消

也没有提供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别化产品, 难以

费金融支持也是一项惠民工程, 需要政府部门的政

适应农村发展的实际。
3. 金融服务意愿缺失

策支持和保证。
5. 服务质量缺失

金融机构对农村消费支持的意愿较低, 一方面

金融服务质量的高低是判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是出于金融机构的对利润的追求, 另一方面是出于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佳。金融机构作为商业性的组

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 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 农村
消费金融服务质量不高。主要表现: 首先, 贷款利率

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但农村金融交易成本高, 风

水平较高, 据统计, 2006 年, 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加

险大, 2007 年来, 全部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 款平均

权平均利率为 1. 31 倍基准利率, 高于全国金融机构

占比为 13. 4% , 远高于同期全国四大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的平均水平, 2007 年, 农村信用合作 社按五

的加权平均利率约 12 个百分点, 其中农村信用社的
贷款利率水平最高, 六成以上的贷款执行基准利率

级分类不良贷款率达到 21% 。而消费类贷 款还款

1. 5 倍以上的利润水平, 其结果是增加了农民的贷

保证性更差, 风险更高, 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的利益考
虑, 消费类金融服务意愿降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款成本, 压制了农民的贷款意愿; 其次, 金融人才缺
乏影响了服务效率。我国金融人才匮乏, 一般的人

建设还比较落后, 相关的土地制度、投资环境、司法

员不愿意到农村金融机构服务, 因此, 相当部分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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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金融机构人员学历较低, 很多没有专业背景, 或只

2. 创新金融产品, 为农村消费提供多样化的金

是经过简单的培训, 业务能力不强, 服务效率和质量
都不高。如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 员工队伍庞大, 人

融服务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层次的提

力资源比较丰富, 但综合适用型人才匮乏, 特别是高

升, 农村消费需求呈 现出多样化, 为了适应这 种变

素质的人才奇缺; 再次, 服务便利性较差, 一些地区

化, 应专门针对农村消费开发出金融产品和服务, 对

的农行、
信用社为了加强对 贷款发放权的 管理, 上
级行社把贷 款权集 中起来, 使 得很多 直接为 农民

于消费类的信贷可以延长还贷期限, 对大宗商品提
供分期付款服务等。可以积极尝试大额消费信贷,

服务的金融 机构没 有发放 贷款的 权力, 农民 需要

与国家实施的/ 汽车下乡0、
/ 大型农机具下乡0 等政

贷款就只能 向上级 行社申 请, 而且贷 款的条 件苛
刻、审批时 间长等 都影响 到农 民享受 贷款服 务的

策活动相结合, 如汽车消费信贷、住房消费信贷、耐
用消费品消费信贷等。同时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设

便利性。

计差别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008 年, 按 收入五等

三、构建农村消费的金融支持体系

分农村居民家庭中, 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现金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

支出大于现金收入, 其差额部分只能靠借贷, 针对这
类农户应主要提供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类的消 费信

措施, 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当在努力扩大国

贷, 而对于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 则应开发出旨在

内投资需求的同时, 积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特别要
把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农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消费信贷产品, 如旅游信贷、教
育信贷等。此外, 要不断完善农村结算服务体系, 推

村有 7 亿多人口、
2. 1 亿多个家庭, 占我国家庭总量

出适应农民使用的一些中间业务产品, 满足农民日

的 67. 6% , 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而且, 农民的边

常消费和结算的需要。

际消费倾向较大, 增加农民可支配的资金将产生巨
大消费效益。金融渠道是农民收入之外农民可支配

3. 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金融服务
消费的意愿

资金的第二大来源,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应积极

金融对农村消费支持的意愿不高, 归根结底是

构建农村消费的金融支持体系。

在于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农村金融生态的提升

1. 完善农村金融网点和支付环境, 为农村消费
提供金融便利

首先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的发展核心在
于增加农民的实力, 而要增强农民实力又在于提高

在加强原有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

农民收入和提升农民抗击风险的能力。要加强农村

融机构网点建设和覆盖的同时, 大力推进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完善, 为农村消费金融服务提供

信用体系建设, 提高广大农民的信用意识, 增加在金
融机构中农民信用记录的信息, 为金融机构发放贷

更大的便 利。未 来三 年, 我国 计划在 全国 再设 立

款提供有效的审核依据[ 5] 。同时对于恶意逃脱债务

1 300家左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并按照/ 东西挂钩、 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 逐步扭转金融机构与农
城乡挂钩0的布局政策, 逐步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全覆
盖的目标, 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网点不足和

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在国家逐步完善农村医
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 要改变农民

分布不平衡的现状, 使农民能就近享受到便利的金

传统的消费观念, 提高广大农民消费信贷的意愿, 金

[ 4]

融服务 。同时, 还应完善农 村的金融 支付环境,
2009 年 7 月, 央行发布了5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改善

融机构在农村要积极宣传和推广金融产品, 同时配
以抽奖、
送礼等优惠活动, 激发更多农民享受金融服

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 意见6, 提出力 争到

务的意愿,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成本。

2012 年, 农 村地 区 非现 金 支付 量 比 2009 年 增 加

4.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提高农户消费信贷的积

20% , 农村地区银行结构建成内部清算网络, 以电子
方式办理跨行支付业务, 增加 AT M、POS 机具在农

极性

村地区的布放数量等, 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改

的依据和保证。要加快农村消费信贷政策的制定,

善是当前农村金融结构的当务之急, 随着金融支付
体系的完善将极大提高农民消费支付的安全性和便

从农村消费市场的实际出发, 从农民的消费能力出
发, 真正普惠于广大农民, 同时要结合国家出台的惠

利性, 客观上也激发了农民的潜在需求。

民政策, 使惠民政策真正落在农民身上; 要出台农村

政策是支持农村消费金融产品开发和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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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贷的鼓励性措施, 加强对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的建设, 形成统一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发放模式, 加强

便利性服务, 确保农民能尽快贷到款, 尽早用到款。

四、结 语

对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监管, 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
要适度放宽农户的消费信贷抵押标准, 完善担保物

金融与农村消费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金融因

权法律方面的制度, 使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包 素的引入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起着强大的支持效
含宅基地在内的房产可以合法对外提供担保抵押。 应, 特别是当前我国面临转变发展方式, 扩大内需的
目前, 农行的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一定
的成效, 可以将试点经验进一步推广, 使农村更多的
产权可作为贷款抵押凭证。

艰巨任务, 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引导更具重
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却表
现为金融缺失, 农村消费的金融支持体系有待进一

5. 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建设, 提高金融服务
质量

步构建。随着农村金融网点布局的完善、
金融产品的
创新以及一系列政策的扶持, 农村的消费潜力会进一

金融机构不仅要为农村消费提供多方 位的服
务, 而且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加强农村金融机构

步被挖掘, 农村的消费市场也会进一步开拓, 为实现
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自身素质建设, 农村信用社要面向市场, 引入现代的
服务方式和手段; 农业银行要把在城市开展金融服
务的方式运用于农村; 邮政储蓄银行要尽快找准作
为商业银行的定位, 完善贷款业务; 农村新型金融机
构在建设的时候就应该定位于为农民提供专门化、
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要引入竞争机制, 引导农村金
融机构之间开展相关业务竞争, 通过竞争降低农村
的贷款利率, 使农村金融业务市场更加完善, 农民享
受更多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人员
的素质, 加强人员的选用和再培训, 强化服务态度和
工作能力, 能结合农村市场的实际和农民的特殊群
体开展针对性的工作。此外, 还要加强农村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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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System of Rural
Consumption in China from Financial Aspect
YE Qi
( S chool of Economics, F uj ia n N or ma l Uni ver sit y, F uzhou, F uj i an, 350108)
Abstr act Finance support s rural consumpt ion in direct and indir ect ways. Their correlation is com2
paratively st rong. Since t he founding of our nat ion, t he rural finance has played a big role in act ivating t he
rur al consumpt ion market and r aising consumpt ion level. H owever, our count ry. s rural financial syst em
is not perfect: financial pr oduct s ar e short of innovat ion, policy is not sound, and financial service is of
low qualit y. So the rural consumpt ion lacks in financial support. We must enlarge domest ic market, espe2
cially t he rural consumpt ion, and build t he financial suppor t system of rural consumpt ion by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net wor k, innovat ing financial product, st rengt hening the constr uct ion of rural financial envi2
r onment , improving t he policy support and self2const ruct ion and so on.
Key words rural consumpt ion; financial support ; syst em, lack of; const ru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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