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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ｂ农村金融市场发 徭．
——温州农村金融改革考察报告★
张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本文对我国温州地区的金融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对以利率改革为主
要内容的信用社改革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指出改革对国有商业
银行、信用社、农户、民间金融和中小企业金融活动的影响，继而对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就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发展
一、金融改革的路径与内容

１．有条件的利率浮动

温州作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例，在

温州利率改革试点，首先是在苍南和瑞安两县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研究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

的农村信用社进行。主要是根据央行规定实行存款

温州经济具有十分强的体制外发育、以民营经济为

利率上浮３０％、贷款利率上浮７０％的利率浮动改

主体的市场经济特征。其金融市场发育较早，且民间

革。各信用社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实行

金融十分发达，这不仅是构成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

利率浮动。浮动范围完全由信用社自己决定。具体的

基本要素．也与国有金融形成分割和竞争。改革开放

浮动范围和品种是：

以来，温州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从传统的呈会和

单位存款利率浮动——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

私人钱庄。到建立基金会、金融服务部，乃至建立民

月的定期存款．浮动幅度分别为１０‰、２０％ｏ和３０％ｏ；

间资金为主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一度出现不少民

一般储蓄存款利率浮动范围是整存整取３个月、６

间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国有金融也在商业化和股份

个月、１２个月、２４个月、３６个月和６０个月的定期存

制改革的基础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２００２年，根

款，浮动幅度分别为１０％ｏ、２０％ｏ和３０％ｏ；其余种类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温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地级

存款利率暂时不上浮。部分信用联社活期存款上浮

行政单位金融改革实验区并率先实行了金融改革。

５％、１０％、３０％。

改革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深化国有独资银行改革；

贷款利率浮动——浮动利率的存单质押贷款利

深化利率改革，包括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城

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准上上浮１０％；ＡＡ级以上企

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改造；组建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

业贷款利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准上上浮２０％；种养

司；建立以个人委托贷款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创新；对

殖业、捕捞业贷款利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础上上浮

农村信用社体制进行改造（如股份制、商业化改造

３０％；Ａ级企业贷款利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准上上

等）。由于课题研究不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

浮５０％：未评级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含自然人）贷款

银行改革内容，所以，在此我们仅对其他四项改革给

利率在国家法定利率基准上上浮，苍南县等试点社

予关注．其改革路径与具体做法如下：

上浮６４％～７０％不等：逾期、挤占挪用贷款罚息利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年３月
作者简介：张军，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本报告是在对温州和苍南县农村金融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参加温州和苍南县调查的有：张军、冯

兴元、李人庆、李晖和林立。本报告由张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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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上浮。

法是：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本改造，在股

在利率浮动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采取了先农村

本改造过程中，吸收民间资本，扩大城市商业银行资

金融、后城市金融，先定期、后活期，先大额、后小额，

本总量，改善股本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组建中小企

并且采取积极稳妥的边改革边总结边推广的做法。

业投资（担保）公司。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资金

一旦出现问题及时总结和改进。

主要来自民间。温州市政府已经决定拿出５ ０００万

２．信用社改制

元作为先期投入，待时机成熟后再吸收民间资本加

首先是制定农村信用社改革思路和具体方案，

入，将担保公司做大、做强。

在瑞安和乐清两县将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

５．加强金融监管

将鹿城、殴海和龙湾三区的信用社改行一级法人；其

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是要理顺政府与金融机构

他地区的信用社按照合作制原则加强规范。例如，在

的关系，杜绝来自政府方面的“点贷”和“指贷”现象；

实行一级法人改革的信用社，大幅度提高单个股东

改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防范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的最低入股金额，确保股东对企业的关心和参与程

治理温州金融市场上的“三乱”。保证有一个良好、规

度，也保证了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达

范的金融市场秩序：建立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把

到４％和８％以上的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少数人控

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发

制金融机构现象的发生。不仅规定了单个自然人和

育信用中介组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法人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也规定了农民和个体工

经过一年多的改革，温州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

商户的股东、股本构成比例。

发生了积极而深刻变化。一些长期困扰农村经济发

３．金融产品创新

展的金融瓶颈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民和农村企业贷

开展小额贷款营销，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是温

款难的现象有所缓解，金融市场秩序逐渐规范。

州金融产品创新的主要内容。具体的办法是：在城镇

二、县域金融现状与信用社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中实行了包贷款营销、包贷款回收和

苍南县信用社改革可以说一直走在中国前列。

包营业收入，并与个人利益挂钩的“三包一挂”营销

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初。苍南县就是全国农村信用社利率

机制改革．在取得初步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又将营销

改革试点县。此外，苍南县也是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发

范围从单纯抵押和担保贷款，逐步扩大到发放信用

展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２００２年中国农村信用社利

贷款领域；在农村，加强了农村居民和家庭企业的客

率浮动８个改革试点县中，苍南县又名列其中。因

户平台建设。积极探索支农的信用服务方式和途径，

此，它也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如在评定信用农户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次核定、随用

（一）县域金融现状

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全面推广小额信

苍南县地处温州．有３６个乡镇７７６个行政村。

贷。同时，在贷款品种的创新方面，推出了农民小康

总人口１２３万。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９８．０１亿元，工

金钥匙贷款，扩大农户联保贷款。

业产值２１８．０７亿元．财政收入７．１４亿元。列２００２年

４．激活民间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行合法投资

全国百强县第８０位。经济发展水平在温州处于中上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大约在２ ０００亿

游。苍南像温州其他县市一样．也是以个体和民营经

元．其中，直接参与资本运作的资金有４００亿元。一

济为主体且民间金融十分发达的县。１９８０年农村经

方面，正式金融组织资金紧张，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贷

济改革以来第一个正式挂牌的民间私人钱庄方兴钱

款需要；另一方面，民间存在大量闲置资金，不能为

庄就诞生在苍南。

经济发展服务。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商业银

在苍南，从事金融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除有中

行、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制，让民

国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外，还有农村信用社、城市商

间资本进入合法的经营渠道。为温州经济和社会发

业银行、邮政储蓄和金融担保公司。从金融机构的发

展服务，就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展情况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全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呈

在激活民间资本方面，温州金融改革的具体做

逐年减少态势，金融机构员工略有增加，存贷款总额
一６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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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苍南县各金融机构金融发展情况

（％）

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９４．５２％和９９．０３％：不良资产总额或
者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０ ５０８万元，下降到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底的１３ ５７４万元，下降了３３．８１％（表１），表明

苍南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状况步入了存贷款增长、不
良资产下降的良性循环。
由于不同金融机构成立的时间长短不同，服务

对象也不一样。因此，在网点和员工数量、存贷款份
额上，都表现出了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各金
融机构实力的反映。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实力排在众金融
机构前列．承担着县域范围内主要金融业务活动。从

资料来源：苍南县人民银行

调查的情况看．苍南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根

款１７５．５亿元，不良资产比重仅有２．１５％。苍南县农

据发展需要，对金融业务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村信用社发展情况整体上好于全国。苍南县信用社

例如。工商银行根据需要撤并了两家乡镇网点。从未

作为全国８个利率改革试点县之一。主要做了以下

来的发展趋势上看．国有商业银行还会撤并一些达

几个方面的改革：

不到营业规模的乡镇网点。

１．实行存贷款利率浮动

人民银行肩负着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的重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苍南县农信社于

他们的态度对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秩序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第一次将存款利率上浮１０％；６

的稳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金融改革进程也会产

月２１日将存款利率上浮到２０％：１１月１日将存款

生重要作用。苍南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金融改革，而且

利率上浮到３０％。

对金融领域里的创新持欢迎态度。例如，积极支持建

２．推行“三包一挂”的营销机制

立金融担保公司：对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考核指标

经过多年摸索和不断完善．信用社在信贷营销

中设立对公贷款指标表示不理解和反对。同时，他们

上实行了包信贷发放指标、包信贷回收、包利润和与

也对在县域范围内放开利率，即利率市场化表示了

信贷员经济利益挂钩的“三包一挂”营销机制。这种

自己的忧虑。

机制的建立，有效调动了信贷员的信贷积极性，也保

（二）信用社改革

证了贷款回收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

苍南县共有信用联社１家。信用社１５家，下辖

３．不断摸索和创新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６８个营业网点，有６３５名职工。截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苍南县信用社推出了个人委托贷款业务项目，

底，各项存款余额为２０．２６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实行财政承诺、资产运营公司担保的方式，目前的业

１７．９２亿元。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的５年时间里，累计上缴

务总量已经达到７ ４７５万元，平均每笔委托贷款的

税收５ １３８万元，上缴利润３ ９３８万元；累计发放贷

资金规模在２０多万元。同时，根据当地房产变现容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苍南金融机构发展情况（期末数）

易的特点，扩大了抵押贷款范围，将房产抵押
作为重要的抵押方式，纳入信贷抵押，激活了
当地个人贷款业务。
４．大力扩展中间服务
中间业务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和新业
务增长点。在这方面，苍南县信用社通过购置
设备，引进专门技术人才，并积极争取社会支
持，中间业务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目

资料来源：苍南县人民银行

一６Ｉ一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ｉｉｉ囊ｉ簇ｌ｜ｉ溅粼黼黼豳黼豳嘲———·＿··——逮谴§冒瞄色耋■
表４

前开办的中间业务有：代签汇票，代发政府机关和部

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３年苍南县信用社资产平衡表摘要（万元）
２０００

分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代收水电费、社保费，并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积极争取到将县教育中心的核算中心、村集体资产
放在信用社，代为理财等等。
（三）改革效应

苍南县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反映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信用社筹资能力提高

存款利率上浮仅在信用社进行试点，其他国有
商业金融和股份制商业金融还没有实行，这就为信
用社吸收存款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表３可以看出，
２００２年实行存款利率上浮后，当年各项存款比上年
增加了２１ ８８９万元，增长幅度为１７．９５％。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底．各项存款总额达到２０２ ４０６万元，比上一
资料来源：苍南县信用联社

年增加了５８ ５６１万元，增长幅度达到４０．７１％，利率

上浮对信用社筹资能力提高的作用十分显著。
表３

目。同期利息支出仅为２００２年全年的７９．６％，估计

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２年苍南县信用社存款变化情况（万元）

不会超过２００２年的利息支出水平，这也表明信用社
重视对资金的具体使用（表５）。
表５

２００卜２００３年苍南县信用社收入与支出比较（万元）

资料来源：苍南县信用联社

２．不良资产比重下降，经营业绩不断提高

改革给信用社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进一
步降低了信用社的不良资产比重。２０００年呆账准备
金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１．２５％，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这一
比重仅为０．７６％，下降了０．４９个百分点（表４）。另
外．不良资产的比重也从２０００年的３％以上，下降

资料来源：苍南县信用联社

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２．１５％。其中，产生不良资产的主
要原因．５０％是因为自身经营的问题，但另外５０％是

３．支农能力得到加强

由于基金会、金融服务社和城市信用社与农村信用

信用社筹资能力的提高，即资金组织能力的加

社合并带过来的不良资产。信用社总资产、固定资

强。缓解了长期困扰信用社的贷款紧张局面，也为信

产、存款和所有者权益，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用社支援“三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表６可

由于加强了内部管理，办公经费的支出大幅下

以看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前的农户贷款比上一年增加

降。２００３年前９个月的办公经费仅为２００２年全年

了４７ ７４８万元．是上一年的２．１９倍。贷款农户为

办公经费的５０％．成为拉动支出下降的主要支出项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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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２９％。与２００２年相比，２００３年前１１个月养殖

民间金融。项东村的民间金融主要以互助会为主。互

业贷款的增长幅度达到６０．１６％，超过了加工业和商

助会又大致分为三类。一为排会，排会的次序由会脚

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与农户贷款同步保

根据自己的资金需求和收益需求。向会头报告想要

持了高增长①。

的排序，会头综合考虑各个会脚的情况进行得会排

表６苍南县信用社贷款变动情况

合计

序。二为标会，会头不规定会脚的排序及利息，而是

（期末数，万元）

在会期，各个会脚聚集在会首家中，各自在一张纸条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上自报利息，上交会首，会首到规定的开标时间开

１００ ６９２１０７ ２８３ １１３ ６３９

１７９ ２１８

按客户对象：

标，利息高者得会。这种形式会脚相对自由性强，可

１４ ３２６

１８ ５９９ ２１ ７２７

６９ ４７５

以在需要用钱时，主动安排得会时间．但利息波动

１ ７３８

８ ９９２ ２８ ７１７

３５ ３７８

大，有时成本较高。三为干会，一般村里亲戚、朋友或

３．其他贷款８４ ６２８ ７９ ６９２ ６３ １９５

７４ ３６５

邻居由于同情某人的处境而动员发起．此人请关系

１．农户贷款
２＿乡镇企业贷款

按贷款性质和行业：
１００ ６９２ １０７ ０６７ １１３ ４１６

１７５ ５７８

１．１种养业贷款８ ８４９ １０ ０５２ ２３ ２４８

３７ ２３４

１．生产性贷款

１．２加工业贷款

９３７

１４３４

１．３商、运、服务业贷款４４

５８８

４５ ６７８

３９ ６３６

５５ ３４５

１．４其他生产行业贷款４６ ３１８ ４９ ９０３

４５ ９１８

７８ ３３０

２２３

３ ６４０

２．消费贷款

２１６

４６１４

４０６９

一旦会头得会，会就此结束，会脚不仅不收取利息，
连本金也不要了，此会纯为会脚对会头的救济。
２．会的功能
归纳我们对项东村民间金融（主要是会）的调

查。活跃在该村的会主要有以下三个功能：

按贷款期限：
１．一年及一年以内

较好的人人会，每人１００～２００元不等，无偿资助他，

２１６ ５１１ １０６ ３１７ １１０ ７８８

２．一年以上五年以内

９６６

２ ８５１

３．五年以上

１６６

（１）为人会人提供较高的利息收入

２６４

在项东村，很多村民参加会是为了赚取较高的

９ ５５５
３ ３９９

资料来源：苍南县信用联社

利息收入。项东村民王粉玉的案例就比较典型。在她
的资金安排中，多数情况下，她每月支付３ ０００元左

农户和农业贷款的高增长，主要是采取了小额

右。以她的家庭环境而言，她参加会的原因是获取较

信贷方式和在重点乡镇设立农业贷款发放大厅，以

高的利息以及人情关系，所以通常她积少成多地按

及重点抓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样的高端客户。

月支付会金，最终获取较高收益。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底，共发放小额信贷６ ３８０万元，比上

（２）在人会人之间提供生产和生活互助

年增加３ ７０２万元：贷款农户增加３ ４４２户。为了保

实际上项东村的民间金融带有十分浓厚的金融

证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的稳定发展，信用社在贷款方

互助色彩，尤其是在生产和生活互助方面表现尤为

面严格实行差别贷款政策，例如，对纯农户的贷款实

突出（表７）。例如项延本为儿子在上海买房子并准

行基准利率，贷款利率不上浮；对养殖业农户利率最

备结婚而筹集资金。自己当会头，把六个亲戚和四个

高上浮３０％．因此，利率浮动对种植业和养殖业生

表７起会原因列表

产的冲击不大。
三、信用社改革对民间金融的抑制

个体和私营经济是苍南县国民经济的主体。但
在过去一段时期，受经济体制约束和政策影响，民营
经济不能从正式金融得到信贷支持，巨大的金融市
场需求空间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机会。
（一）苍南民间金融的形式及运行机制
１．民间金融的形式

我们此次调查的对象是苍南县钱库镇项东村的

‘眦数据来自苍南县信用联社。但这一情况与我们对农户的调查情况不太一致，见后面的农户调查情况。
一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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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组织起来成立会。再例如村民周淑英女儿在上

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节省的正是这项防止欺诈、

海做生意，为了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她当会头成立

处理争端的监督成本。加上信息的透明和高速传递，

会，会金总额高达２２０ ０００元。

从而对总成本起到降低的作用。

（３）社会救济

（二）信用社改革对民间金融的影响

在项东村的各种会中，还有一种完全体现社会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金融活动中的结论都认

救济性的会。主要是村民对十分困难或丧失劳动能

为，正规金融的缺陷和不完善是造成民间金融存在

力的人的某种救助。比如，项东村村民项祖梅，男，７５

和发展的基础。那么，如果正式金融能够转变观念和

岁，文盲，年老体弱又身患高血压，而他妻子今年６５

实行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民间金融的发展将会受到

岁，每天靠捡垃圾为生。全家靠政府补助的每月３０

挤压。从苍南县信用社改革的试点看，这种挤压主要

元及村里一年补助５００～１ ０００元来生活，是村里数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二的贫困户。为解决孩子上学困难和治病需要，

１．生产者对正式金融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强

村民曾两次组织这种带有社会救济性质的会。

从我们的农户调查来看，项东村和苍南县的民

３．会的运行机制

间金融（主要是互助会）有逐渐衰落的趋势。这是因

在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选择的关键之一

为，随着生活、工作的流动强度和流动范围逐渐扩

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包括执行成本、监督成

大，传统村庄的关系网络将弱化，使年轻人逐渐远离

本、激励成本、管理成本等。民间金融中会的运行机

草根金融。同时，经济发展也影响到人们对资金的需

制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四方面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一

求量。互助会这样的小型甚至是超小型民间金融，已

个有别于正式金融机构运行的、带有乡土色彩的运

经不能满足生产性的大额金融借贷，随着信用社和

行机制。它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国有商业金融改革的深入，服务态度的转变和提供

（１）信息的高度透明和无障碍传递，可以使会
及时了解贷款人的基本情况和贷款的使用情况

的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生产者对正式金融的依赖
性越来越大。

互助会中由于会员之间紧密的关系和较充分的

２．民间金融利率得到初步抑制

信息。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调查会员的为人及经济

信用社改革之前．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

情况。也无须制定细致而严格的合同以及调查会员

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以来．组织资金的能力较

的事后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即其中的执

以前有所提高。资金供应逐渐增多，农村民营经济和

行成本、监督成本等，同时提高了违约成本。

个体私营经济资金供给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民间

（２）贷款人的信用保障

金融利率水平出现了少有的持续下滑。民间借贷利

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会员建立起来的良好个人

率从２００３年初的９．３４９％。．下降到１１月的８．７６２％０，

信誉。与温州人借钱必还的理念。构成了贷款人的良

从事民间借贷的资金也减少了１亿元左右（苍南县

好信用，并为贷款提供了安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

信用联社调查推算）。

降低了贷款风险。

３．民间金融防范风险的意识有所提高

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民间金融对防范风险的

（３）有效的监督机制
监督是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主要手段之

意识在逐渐增强。

一。金融机构每从事一笔贷款交易，都会遇到防止欺

（１）对会头的经济承受力和个人品质要求越来

诈及处理争端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问题。在没有任何

越严格。会首有责任和义务承担所有会脚的违约风

其他手段建立对交易对象的“信任”时。征信、契约与

险，是会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例如，会首享受零利

法律，以及必要时付诸诉讼，就成了防止欺诈、处理

息的同时，也承担着风险，无论会中有一个或几个会

争端最后的保障（前提是该社会的法律系统能执行

脚赖帐，他都有责任代替其支付以后的会钱（赔付本

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功能），随之而来的法律事务

金不赔利息）。在我们调查的五个倒会案例中，６０％

相关费用也成了这笔交易中必要的交易成本。而会

是因为会首倒会造成的。会脚人会首先是看会头的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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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其次是看会首的个人品质，例如看会首有

的农户说在工商银行有存款，其余９５％的农户均没

没有不良习惯．如果会首有赌博等不良习惯，即使是

在银行有存款，甚至在信用社也没存款。原因是，信

亲戚也绝不会应邀人会。

用社在钱库镇，打车去要花５元钱，经济上不划算，

（２）对会的选择也体现了防范风险的意识。通常

所以一般不去信用社存款。相反，村里有各种各样的

村民认为以做生意为目的会风险较大，在１９个访谈

会，存款很方便，所以手头有不花的钱一般都存到会

对象中，有５个人曾经遇到过违约情况，并且至今都

里。

未偿还，其中８０％都是因为做生意赔本赖帐而出现
风险问题。

（２）农户贷款的选择也同样变化不大。在我们调
查的农户中．有６０％的农户在近期内发生过借贷行

（３）会脚的关系选择也体现了风险防范的意识。

为。已发生过借贷行为的农户中，１００％的都是从会

会一般是由彼此的情况和特性都很熟悉的一群人组

借的钱。借钱的目的主要是三个：第一是生产用；第

成。利用已存的个人社会关系避免不完美信息和执

二是利事；第三是看病。在项东村，各种会有很多。一

行问题。无论是会首选择或邀请会脚入会，还是会脚

般１个人最少参加１个会，最多的１人参加６个会。

选择会首并受邀请入会。都带有很强的血缘特征。谁

在入会的选择上，一般男人和妇女有所不同。妇女人

想违约的话。其违约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违约人付

的会，规模都比较小，入会金额一般为１００～２００元，

出的将是在村里人面前信誉扫地和被人看不起的代

主要带有互助性质，如笼络感情用。男人人会的规模

价。

一般较大。在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元，主要是标会和排会。

四、信用社改革与农村居民信贷变化

现在标会的利息在２００～３００元，三个月一付。项东

温州地区是我国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地区。在那

村农户贷款主要来自民间金融，与信用社支农能力

里的农村，几乎所有家庭都参与民间金融组织活动。

得到加强的结论似乎存在矛盾。但我们认为，这种不

尽管每个人加入民间金融组织和参与民间借贷的情

一致主要来自。一是信用联社反映的是全县的情况，

况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都有一个获取高额利息收

钱库镇的情况可能特殊；二是我们调查的项东村情

入的目的。当苍南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时，我们有理

况与全县的情况也不一致。

由相信农户对信用社的经营和存贷款态度将发生变

２．农户对金融改革的态度

化。

苍南是全国八个信用联社实行存贷款利率浮动
１．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

的试点单位之一。但是，在我们所调查的农户中，没

苍南信用社存贷款利率实行浮动一年来，取得

有一家农户听说过信用社存贷款利率实行浮动的事

了明显变化。从金融服务的角度看，信用社支持“三

情，也不知道利率浮动的幅度是多少。这一现象可能

农”的资金得到加强，服务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

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信用社利率浮动的改革宣传

农户是否认可信用社的这些改变呢？从我们的调查

不到位，宣传上没有进村人户；第二，当地民间金融

情况看，农户对金融改革的关注虽有所加强，但是与

组织，尤其是各种会太多。农民把注意力放在了入会

改革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

上，很少关心信用社的事情。这样一来。农户对信用

下几个方面：

社改革的评价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１）农户存款的选择仅发生了微妙变化。按照信

（１）对信用社服务的评价。从我们对农户问卷调

用社存款利率幅动的政策，存款利率最高可比基准

查的情况看，农户对信用社改革的反映或者说态度，

利率高出３０％，但即使这样，也比入会存款利率低。

并没有预先想象的积极。在调查的农户中，仅有

会的年存款利息是９％左右，而信用社的存款利息，

１５％的农户认为信用社和金融机构的服务态度好，

即使上浮３０％．年息也仅有２．３％左右。因此，对小额

２０％的农户认为坏．有６５％的农户没有发表自己的

度存款农户来说，信用社利率的浮动幅度，不具有很

看法，其原因是，这些农户根本就没与信用社有过金

强的存款吸引力。

融活动关系。再看农户对信用社贷款难易的评价，

我们在钱库镇项东村调查的农户中，只有５％

３５％的农户认为从信用社和金融机构难以得到贷
一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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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６５％的农户没有发表看法，也就是说，这６５％的

民间金融的运作方式确实符合当地个体和私营经济

农户根本就没去过信用社贷款，所以不好发表意见。

对金融需求的情况，因此，受到了农户的欢迎。

（２）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态度。从我们的问卷

五、信用社改革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

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到农户对农村金融现状的不满。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温州金融改革的重要内

我们调查的农户中仅有１５％的农户回答要增加机

容之一，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们

构和进行竞争．其余８５％农户都表示了不关心和没

对苍南县龙岗和钱库两镇的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和

有做出回答；在问及利率改革问题时，只有１０％的

专门的访谈调查。

农户回答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和放开利率，其余９０％

１．中小企业依赖民间金融融资问题依然严重

的农户均未做出回答或者表示不知道；在问及如何

由于我们的调查是在温州成为金融改革实验区

改进金融服务时．只有１５％的农户提出了要增加金

和信用社改革以后进行的，对改革前中小企业的融

融服务品种，８５％的农户没有做出回答。从农户问卷

资状况，仅能从访谈中了解一些，但很难做出统计上

调查的总体情况看，大多数农户对深化信用社改革

的比较。但是，我们可以从调查的２２家企业创业初

的态度依然不关注，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农户还没

期资金结构上看出当时资金依赖状况。２２家企业初

有感受到金融改革给其带来的好处，所以不关心；第

始资金中，有１１家企业的自有资金达１００％，４家达

二．农户更多的是依靠民间金融来解决自己的金融

７５％一９９％，６家达５０％～７４％，１家达２５％～４９％，１家

需求问题，很少与信用社和国有商业金融打过交道，

不到２５％。实际上．有些企业的自有资金中包括合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伙人资金，而被调查者自己往往不清楚合伙人的资

（３）对改进金融服务的要求。根据我们的调查，

金来源。而合伙人资金中仍然存在民间借贷的可能

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简化手续和减

性。因此，综合这方面的因素，所调查企业的实际自

免抵押两个方面，分别有５０％和６０％的农户认为，

有资金比例估计低于问卷统计数字，而民间借贷的

简化贷款手续和减免贷款抵押是提高信用社和国有

比重要高的多。据苍南人民银行估计。当前在苍南县

商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重要方面。目前信用社推行的

从事金融活动的民间资金在１５亿元之多。而从我们

小额信贷业务，已经在简化贷款手续方面作了很大

调查的实际感受上看．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的改进。但是，在贷款抵押方面，金融机构有自己的

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大得多。即使是这样一个数字，也

难处。当然也在不断探索更简便的抵押方式。目前，

已经占到２００２年该县全部金融机构存款额的

已经在扩大抵押品范围和实行贷款抵押担保上进行

２５％．占贷款的３４％。
２００２年温州进行金融改革试点和苍南县信用

了积极的改进。对自然人贷款抵押担保的改进，仍然
在探索中。

社实行利率浮动改革以来，中小企业向正式金融机

（４）对民间金融的态度。首先，农户在生产和生

构融资的状况是不是发生好转了呢？从我们的问卷

活上十分依赖民间金融，例如，在被调查的农户中，

调查的统计结果看．中小企业从正式金融机构融资

有６０％的农户参加了民间的标会。农户民间金融参

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和出现根本性好

与度高是因为民间金融可以给其带来较高的资金回

转。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小企业正式金融信贷可得性

报．以及民间金融的安全度高。其次，民间金融受农

和非正式金融信贷可得性指标上。

户欢迎还在于贷款手续简便、不用抵押担保。在向民

正式金融机构贷款可得性的指标是企业实得贷

间金融机构贷款的５５％的农户中，有７７％的农户写

款额与企业对贷款的需求额的比例。根据正式金融

了借款条，１８％的农户没写借款条，９％的农户只用

机构贷款需求调查结果，除了较大企业之外，企业贷

身份证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就借到了钱。５５％的农户

款难问题确实较为严重。在问及企业目前从银行等

中只有９％的农户在借款时被要求有抵押担保，其

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大约占所需贷款资金的比例时，２

余９１％的农户都没有被要求抵押担保。从贷款的回

家企业回答不需要贷款，２家企业回答为１００％，１８

收率、贷款手续的简便和不需要抵押担保的情况看，

家企业回答低于１００％，其中回答贷款需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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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满足的２家企业属于较大型企业，总资产分别

求提供抵押和担保，银行极少提供信用贷款额度。１４

为１．８亿元和４亿元（表８）。

家有贷款企业的１７笔贷款中，均要求提供抵押和担

表８

企业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
占所需贷款资金的比例

保．其中只有１家企业的２笔贷款，银行既要求提供
部分抵押和担保，也同时提供部分信用额度，而且该
企业属于较大企业，其资产规模达２．３５亿元。因此，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企业能不能得到贷款的首要
条件是能不能提供所需要的抵押和担保。
在我们的企业信贷调查中，企业规模大，提供抵
押和担保的可能性就比小规模企业大。１４家获得过
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在７００万一４．０２
亿元之间。８家无贷款的企业，除了有一家总资产规
模在１ ５００万元。其他均在８０万～５００万元。究其原
因就在于大企业拥有更雄厚的实力，有抵押品和担

非正式金融信贷可得性的指标是企业实得民间

保来源并可满足金融机构在抵押信贷方面的条件。

借贷资金额与企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有效需求额的

这些因素导致银行更愿意向规模较大的企业放贷。

比例。与企业获得正式金融机构贷款相比，企业更容

反之，规模小的企业，实力、抵押和担保来源有限，银

易获得民间信贷。当问及企业目前从民间信贷途径

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为谨慎。

获得“贷款”支持大约占所需民间借贷资金的比例

企业信用评级对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也是一个重

时，１３家企业（４５．５％）回答未借民间信贷资金，它们

要的参考指标。在我们调查的２２家企业中，有６家

一般要么有了足够的自有资金，或者已经获得了利

企业没有参加企业信用评级，１６家参加了评级。未

率较低的银行贷款，要么已经有了替代性资金，比如

参加企业信用评级的企业总资产均在５００万元以

商业信用占款、无息的亲友借款，等等。其他９家企

下，缺乏可抵押资产。１６家参加评级的企业中，６家

业一般都能借到较高额度的民间借贷资金，满足程

获得ＡＡＡ级，１０家ＡＡ级。在获得ＡＡ级以上评级

度均在６０％以上，其中６家比重在１００％。这说明民

的企业中．有５家企３１１（３１．３％）认为评级所获得的实

间借款满足程度较高（表９）。

惠（允许多项选择）是“获得了授信额度”，９家企业

表９企业从民间信贷途径获得“贷款”支持

（５６．３％）认为是“简化了评审程序”，２家（１３％）认为是

占所需民间借贷资金的比例

“无担保信用放款”，３家（１８．８％）认为是“在需要时贷
款需求得到满足”，３家（１８．８％）认为是“没有什么优
惠”。这说明最重要的优惠是“简化了评审程序”，其
次是“获得了授信额度”。
３．中小企业不能从正式金融得到贷款的原
因：从企业的角度看

在我们问及２２家中小企业“您认为银行等金融
２．中小企业不能从正式金融得到贷款的原因：
从机构的角度看

机构愿意贷款给贵企业的原因”时，６家企业因为
当前没有贷款而未填写答案。１６家企业，其中包括２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无论企业大小，银行贷款

家当前没有获得贷款的企业作出了回答（表ｌＯ）。可

的可得性与企业到底有多少可抵押资产和是否有担

以看到．如果按照作出相应回答的企业比例从大到

保来源有关，而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资产规模较小

小来排序。足够财产抵押和担保为第一大原因

企业不是一定借不到银行贷款，只要有抵押或者担

（６２．５％），其次为公司规模与实力（３７．５％）和公司以

保，银行就有可能放贷。被调查的有贷款企业均被要

往的信用（３７．５％）。贷款用途说明与计划书和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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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企业的原因

８００万元．在我们的调查的企业中，属于中等企业，
２００３年销售额预计可达１ ０００万元。该企业主要是
由家族成员共同出资创办的合伙型企业。成员中没
有信用社人社社员。企业开户行为工行。因为该企业
无房产证．也没有办下土地证，所以，没有可抵押资
产，银行不给贷款。属于既无贷款，也无储蓄存款的
企业。
在不能获得正式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况下，企业

的为人与经营能力对少数企业获得贷款有作用，而

主要依靠民间借贷来进行生产。２００３年，企业一共

私人关系对于所调查企业获得贷款未起明显作用。

借了１１０多万元的民间借款，均为长期借款，月利率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前在信贷方面，金融机构

在８厘～１分。３个月付一次利息，一年付息１０余万

基本上是根据信贷活动的规律来选择信贷的投放对

元。利率水平高于一般银行利率。

象，而人际关系已在信贷活动中不再起明显作用。

企业认为。与从银行借贷相比，虽然民间借款利

为了验证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我们又对企业进

率要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民间借贷更为灵活、

行了“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因素是什么”

方便。不像向银行和信用社贷款时那样手续多，要抵

（最多选最重要的两项）的调查。２２家企业中有５家

押。比如如果采取个人房产抵押，还需要夫妇俩共同

有贷款的企业未作回答，其他１７家企业作了答复。

到场签字．要出具结婚证、房产证等，很不方便。尽管

如果按照作出相应回答的企业比例从大到小来排

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态度有了改进，但距离远，营业

序．其中有７０．６％的企业认为，未能从正式金融机构

时间限于白天。还是存在诸多的不方便。

获得信贷的最重要因素是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排

企业主是一家标会的会首，除了他，还有１０户

在未能获得信贷因素的第一位。有３５．３％企业认为

参加，合计１１股，每户每３个月支付５ ０００元会钱。

是资信状况不符合银行要求，排在第二位（表１１）。

企业主组织标会的原因是为了获得民间信贷资金，

这样的统计结论．刚好与我们对正式金融机构的调

自入会以来。已经获得了５万元会钱。企业主还参加

查结论相互印证。

其他合会。支付到其他合会的会钱达２万元。企业主

表１１

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因素

认为。利用标会来筹集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是一个很
方便的筹资形式，而且投入到标会的资金，在需要时
肯定能收回。
六、完善金融政策。深化信用社改革
从我们对温州和苍南县的金融发展考察情况来
看，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
便解决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和深化遇到的问题，把温
州的金融改革进行下去。
１．调整和完善现行货币政策，推进利率改革
从利率政策来看。相对于其他信贷机构，农信社

４．企业融资案例：钱库镇项东村油墨厂

为了全面了解中小企业如何融资的问题，我们

在存贷款利率浮动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其实，

对钱库镇项东村的非正式金融活动作了一次较为详

这种试点从秩序政策角度来看存在一定的问题，没

尽的调查，并以钱库镇项东村一家油墨厂为解剖对

有提供给试点县辖内所有信贷机构以平等的试点机

象，来看看中小企业如何进行融资。该厂总资产为

会。而且。在组织资金成本提高情况下出现的资金使
一６３—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用压力。推动了金融机构放宽贷款条件。这方面的矛

的竞争。

盾比较隐蔽．在将来贷款期满时才会陆续暴露。

信用社改革选择何种模式，应该尊重其所具备

我们建议，首先，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应给予所

的主客观条件，不能由政府来决定。同时，不管信用

有信贷机构。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整个辖区内金

社最终选择了何种改制模式，都要正确处理商业金

融机构之间的实际互动。从而为决策者提供进一步

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关系。不能让商业性金

的改革依据。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有限幅度内的

融组织在毫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承担政策性金融

存款利率上浮是安全的。从农信社存款利率上浮与

业务，这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因此，必须改变当前

存款搬家的关系看，存款利率的小幅上浮并不会带

和今后不讲条件地让信用社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

来存款的大搬家。这说明，所有信贷机构在有限幅度

政策。
４．实行创新，解决农户和企业融资难的瓶颈

内实行存款利率上浮是安全的，而且这种放开使得

信用社采用贷款抵押方式提供贷款服务是正常

各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成本结构吸收存款和安排贷
款成为可能。
２．放宽准入标准，加强监管，实现充分竞争
商业金融准入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可以放低，比
如允许一些地方企业合股建立信贷机构，这必然导
致信贷机构的多元化，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
争。充分竞争，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好的金融服务部
分替代和挤出民间信贷，包括高利贷；另一方面，推
动包括存款、贷款、结算、汇款、保险等中间业务的发
展。为了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和充分竞争，建立多层
面的审慎监管必不可少。多层面监管主要包括：（１）

合理的行为。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农户用以进行贷款
抵押的物品选择是有限的。在解决抵押品选择范围
有限的问题上，苍南进行了一些创新，例如，扩大抵
押品范围，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列入抵押品范围；实
行贷款担保措施等。房产在苍南和温州变现比较容
易，因此将房产作为抵押，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金融
风险的作用，金融机构也愿意接受这种抵押方式。而
对于土地使用权抵押来说，因为农民不是土地的所
有者，土地使用权做抵押存在法律上的纠纷。采用贷
款担保也是一种解决农户贷款抵押难的有效途径。
目前，贷款担保只在法人中间实行，而且取得了不错

所有者监管．所有者包括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

的效果。如果能在自然人贷款方面摸索出行之有效

管理层．他们的财富净值应取决于银行的审慎性经

贷款抵押担保形式，可能也是解决农户贷款抵押难

营，防止他们利用不合理竞争为自己谋取私利；（２）

的途径之一。再有就是实行对农户和企业的全面信

市场方监管．市场方指银行所有的非官方外部债权

用评定制度。

人和业务伙伴，他们不应该得到将会被“救助”的承
诺，否则他们将没有监督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会直

５．发展农村社区超小型金融机构。为农村居
民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接导致金融机构乱用竞争，造成金融市场的紊乱；

与信用社相比。民间金融更接近农户，可以及

（３）官方监管，主管当局应该在健全的激励机制框架

时、方便、有效地提供金融服务。以至于农户离不开

内进行操作．维护充分竞争所需要的市场环境。

民间金融。所以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除了要完善金

３．加快信用社的改制步伐和完善内部管理机
制，提高市场竞争力
风险定价原则是指应根据贷款的风险确定相应

融机构和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外．发育十分接
近农户的、超小型金融机构，对于改善农户的金融服
务十分必要。

不同的利率，由此扩大贷款供给，控制贷款风险。风

应该建立一个正式允许民间信贷运作的规则框

险定价的基础之一又是放开贷款利率。从当前和今

架，该框架必须使得民间借贷的风险最小化。建立民

后改革的情况看．国有股份制商业金融和其他形式

间借贷运作框架，至少有两条线索可寻。其一，对任

的商业金融的利率将逐步放开，那么无论在组织资

何金融活动原则上均应考虑征税，可以通过税收和

金还是在开展信贷业务方面，信用社受到的冲击将

金融活动备案来了解民间金融信息；其二，把民间信

非常大。因此，有必要在利率管制逐步放开和最终由
市场来定价之前，加快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建立起适
应市场运行要求的内部管理机制，以应对即将到来

贷的运作程序写入民法。如台湾就把合会的运作程
序进行修正。写入了民法。其目的不是禁止民间借
贷。而是维护民间借贷正常运行，减少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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