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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支农的首要前提是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商业可持续，而金融市场化被认为能

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绩效。本文构建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影响的

理论框架，并以 2010-2016 年 982 家农信社和农商行为样本，利用农信社转制农商行这一“准

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现阶段中国实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研

究发现，农信社转制显著提升了其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和资产收益率，具体而言，农信社

转制显著提升了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农户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没有显著变化。

机制分析表明，农信社改制之后，显著提高了其贷款业务中的涉农经济组织贷款比重，降低

了非涉农贷款的比重，在增加支农力度的同时，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在资金业务方面，显著

提高了自营投资业务比重，降低了批发融资业务比重，获得了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进一步分

析，发现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农信社所在

地区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差距越小，农信社改制对金融支农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丰富了关于

金融市场化影响和金融支农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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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化是指减少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由市场来配置金融资源的过程（周

业安和赵坚毅，2005）。金融市场化可以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推动

经济的发展（Mckinnon，1973；Shaw，1973）。因此，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能够提

升金融机构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农业部门在我国是弱势部门，如

果金融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来决定，是否会导致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支农力度？ 

汪昌云等（2014）使用 1999-2009 年农户端的数据，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确实降

低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反映出金融市场化改革后，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下降。值得注

意的是，金融深化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等严苛的假设条件之上的（Arestis and 

Demetraides，1999），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并非是单向的

（Stiglitz，1993；Hellmann，Murdock and Stiglitz，1997、2000），最优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

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呈现动态变化（Huang and Wang，2011；余静文，

2013）。鉴于此，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支农的影响理应不是单调的、静态的，金融市场化的作

用应该随着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的相对发展阶段呈现动态的变化。 

本文在金融市场化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范围界定为金融机构市场化。基于中国的具体

国情，在经济发展早期，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较大，农业部门信贷条件较差，此

时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将会导致资金离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部门与工商业



部门发展差距有效缩小，农业部门信贷环境得到优化，此时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给予

金融机构更多的自主经营权，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目标下会加大农业部门的信贷供给。近

年来，我国农业部门得到长足发展，订单农业、乡村旅游等农业新业态不断涌现，涉农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比不断上升，农业与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在

中央政府对三农的大力扶持下，城乡一体化成效显著（欧阳志刚，2014）。本文认为现阶段

中国实施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将会有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 

本文首先构建了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影响的理论框架，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可持续支农的影响是存在异质性的。基于对目前中国发展阶段

的判断，本文认为现阶段深化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接下来，

本文以 2010-2016 年 982 家农信社和农商行为样本，利用农信社转制农商行这一“准自然实

验”，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农信社转制显著提升了其涉农贷款占

总贷款比重和资产收益率，即现阶段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金融的可持续支农，动

态效应检验发现，改革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第二，农信社改制之后，显著提高了贷款业务中

的涉农经济组织贷款比重，降低了非涉农贷款的比重，在增加支农力度的同时，获得了更高

的回报；在资金业务方面，显著提高了自营投资业务比重，降低了批发融资业务比重，获得

了更高的投资收益率。第三，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息

息相关，金融机构所在地区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差距越小，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支农的

促进作用越大。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构建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

影响的动态分析框架。虽然已有研究对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

（余静文，2013），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支农的动态影响，本文丰富了这

一方面的理论分析。第二，本文利用农信社改制这一“准自然实验”，能够更加好的识别金

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影响的因果关系。余静文（2013）、王勋等（2013）参考 Abiad 

et al．(2009)，利用信贷管制、利率管制等 7 个子指标加权构造金融抑制指标；汪昌云等（2014）

利用樊纲等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水平。利

用上述金融市场化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化水平，难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农信社转制

农商行后，公司治理更加完善，自主经营权扩大，受到的政府干预减少这一“准自然实验”，

能够更好的捕获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的变化，从而更好的识别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

支农影响的因果关系，为本文的理论提供实证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1.理论分析 

汪昌云等（2014）在中国城乡关系的背景下，拓展了关于金融市场化的研究，具体分析

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运用 1999-2009 年固定观察点数据，汪昌云等



（2014）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降低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值得注意的是，汪昌云

等（2014）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相对于工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投资回报水平低、农户信贷信

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高的前提条件上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上述条件都会发生变化，

此时金融市场化对涉农经济主体信贷获得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金融市场化改革对金

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我们在理论部分试图分析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由于研究数据的限制，本文主要讨论

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形式——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金融机构市场化指的

是指金融机构的运行和业务开展从受政府管制，逐渐变为自主决定的过程。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城市地区的工商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

农业部门，两个部门在发展初期都受到资金约束。相比于工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有以下几个

特点。第一，农业部门投资回报率低。根据 Bai et al.（2006）的测算，1978-2005 年，我国

农业部门的平均回报率在 15%左右，而工业部门的回报率则高达 30%，因此相对于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能够承受的利率更高。第二，农业部门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周立，2007）。

农业部门经济主体（农户、农业企业等）往往没有实行严格的会计制度，信息透明度较低，

同时又缺乏抵押品，金融机构很难判断经济主体的还款能力。第三，农业部门信贷交易成本

高。由于农业部门经济主体信息透明度较低，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多次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

经济主体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农业经营主体居住地往往比较偏远，交通成本高。正是由于农

业部门的上述特征，正规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提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市场一直处于资

金供不应求的状况（黄益平等，2018）。下面我们将分析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

的影响。 

第一阶段，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较大，农村信贷条件（信息

不对称程度、交易成本）比较差。此时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的

时候，市场机制将会把资金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资金将会流入工商业部门。虽然金融机

构能够实现盈利，但是会恶化对农业部门的信贷支持。第二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与

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信贷条件得到有效改善。这一阶段，工商业部门的信贷竞争

加剧，银行针对工商业部门的贷款利率下降；农业部门的发展带来回报率的上升，农业部门

可以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因此银行贷款给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的回报率差距缩小，与此

同时，农业部门的发展也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和交易成本的下降，这将吸引农村金融

机构回归农业部门。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他们一般规模比较小，植根于农村地区，能够

充分利用当地的“软信息”，具有“中小银行优势”（林毅夫和李永军，2011），所以他们的

比较优势在农业部门。随着农业与工商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的差距的缩小和农业部门信贷条

件的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将会首先回归农业部门。这一阶段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有助

于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第三阶段，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与工商业部门达到发展的

均衡状态。这个阶段，农业与工商业部门的资金回报率将会达到一个大致相等的状态，农业



部门不再是受到信贷配给的部门，不仅农村金融机构会回归农业部门，综合性的金融机构也

会重新重视农业部门。这一阶段，继续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会有促进作

用。 

根据上述分析，当我们处于第一阶段时，政府应当适度干预金融市场，否则金融机构在

利润的驱动下，会将大部分资金配置到工商业部门，而忽略对农业部门的服务；当我们处在

第二、三阶段的时候，可以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一阶段，

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的贷款回报率已经显著缩小，随着工商业部门金融竞争的加剧，金融

机构处出于盈利目的，也会重视农村金融市场。  

2.假说提出 

本文首先对现阶段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进行评估。现阶段，我国农业已经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农业部门的情况与以往相比也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

快速的发展，订单农业、乡村旅游等农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以乡村旅游为例，根据国家发改

委印发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 年）》，2017 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营业收入超过了 6200 亿元，从事休闲农业的人员已经达到 900 万人，带动了 700 万农民

从中受益（钟真等，2019）。与此同时，在我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基础上，也发育出了涉农

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

达到了 270 万家，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超过了 350 万户，这些农业经营主

体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①
。不同于传统小

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实现了规模经营，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454.5 亩，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分别为 1497.5 亩和 2382 亩；并且在

农业装备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新型经营主体中进行了温室大棚、养殖棚舍、仓库厂房等农

用场所建设的比例为 68.1%，购置中大型农机具的比例高达 89.4%，租赁农用场所或农机具

等设施设备的比例也达到了 47.6%，以上三方面的投资额平均每户（家）达到 386.4 万元。

同时，新型经营主体还获得了政府在财政、用地、项目扶持、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从平均年度收益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经营收入分别达到了

116.9 万元、568.9 万元和 5440.2 万元，是当地普通农户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钟真，2018）。 

其次，随着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和农村政策改革的推进，农业部门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得到缓解，特别是随着土地三权分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推进，农业部

门的重要资产——土地，得以市场化，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推动了土地流转，新型

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和厂房设备进行抵押贷款，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约束。

                                                  

① 见央广网新闻《农业部：全国承包耕地流转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61117/t20161117_523274803.shtml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投资推动的“村村通”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农村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交通越来越方便，交通成本也得到有效降低。因此，目前农村地区的

信贷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 

根据钟真（2018）的调查，新型经营主体中，只有 57%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他们

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为 9.4%，民间借贷的平均年利率则高达 14.3%。我们可以

与工商业贷款的利率做一个比较，2016 年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为 4.35%，假设金融机构

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30%贷款给工商业企业，那么贷款年利率为 5.655%。如果金融机构

将同样一笔资金，按照 9.4%的年利率贷款给新型经营主体，那么即使不良贷款率增加 3.745

个百分点，银行的资金回报率与贷款给工商业部门也是一样的；如果按照 14.3%的年利率贷

款给新型经营主体，为获得与工商业贷款相同的回报率，可以允许不良贷款率可以高出

8.654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也在大大增强。 

综上，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农业部门与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差距已经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

经济发展阶段应该处于理论分析的第二阶段。已有文献也支持我们的判断，龙海明等（2015）

利用泰尔指数测算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发现 1983-2006 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扩

大趋势，2006 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减小。欧阳志刚（2014）发现在中央政府对农村

的扶持下，城乡一体化政策成效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现阶段实施金融机构市场化

改革，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 

现阶段，随着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的缩小，工商业部门信贷竞争的加剧以及农村

信贷环境的优化，农村金融市场对金融机构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新

金融机构”也积极的加入到农村金融的供给中来。农村金融机构深耕农村金融市场多年，凭

借着对农业经营主体“软信息”的掌握，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着极大的优势。金融机构市

场化改革之后，农村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权变大，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会增加涉农贷款供

给，减少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没有优势的非农贷款，此时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目标和支农目

标是相互兼容的。但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业经营主体都将

直接获益。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推进，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差距逐渐扩大，由于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经营规模、

农业设备投入、政府支持、经营收入等方面要优于普通农户，而经营收入、政府支持是金融

机构放贷时重要的参考指标，土地经营权、农业设备可作为贷款抵押品，因此新型经营主体

更容易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是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主要发放对象，普通农户仍然较难

获得银行贷款。除了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市场化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从而对其盈

利能力产生影响。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之后，金融机构在人事权、业务经营权等方面的权利

增大，能够招聘更加专业的人才，从事风险更大，收益更高的资金业务。银行的资金业务可

以分为批发融资业务和自营投资业务，相对于批发融资业务，自营投资业务专业性要求较高，

风险更大，收益也更高。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后，在利润的驱动下，会增加自营



投资业务，减少批发融资业务。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2a：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的收益率有正向影响。 

假说 2b：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会产生影响：贷款业务中，涉农

经济组织贷款占比会显著增加，农户贷款占比不会显著变化，非农贷款占比将会降低；资

金业务中，自营投资业务占比会增加，批发融资业务占比会减少。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息

息相关。在经济发展早期，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较大，农村信贷条件较差，此时进行

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会减少对农业部门的金融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业与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差距减小，此时进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出于盈利的目

的，会选择增加对农业部门的信贷供给，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目标与支农目标是兼容的。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发展差异比较大，有些区县经济比较发达，农业与工商业部门

发展差距较小，有些区域经济比较落后，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较大。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3：当金融机构所在地区的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越小时，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

金融支农的促进作用越大。 

三、制度背景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型国有银行实行了股份制改革，改革后的国有大行

纷纷撤出农村和县域地区，农信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供给者”（马

九杰和吴本健，2012）。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信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农信社

为分析对象，来分析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是恰当的。 

1.农信社市场化改革进程 

农信社的市场化改革起始于 1996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允

许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村信用社，组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2000 年，江苏省作为农信社改革试点，率先进行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在常熟、江阴和张家

港组建农商行。在江苏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为促进农信社健康稳定发展，改进农村金融服

务，2003 年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15 号文），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就是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15 号文明确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可选择的产权

制度形式，股份制对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对应农村合作银行，合作制对应农村信用

社。在这一轮改革中，中央政府给予了地方较大的权利，探索适合当地农信社的产权制度形

式，很多具备股份制改制条件的农信社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模式，比如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

一些农信社管理较好、资产质量高、抗风险能力强，但截至 2009 年，没有一家改制为农商

行。到 2010 年底，农合行、农商行分别达到 223 家、85 家。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多数

农信社选择了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形式。 

2010 年银监会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决



策层结束了关于农信社应当实行何种产权制度的讨论，确立了股份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新一

轮的产权改革正式启动。《意见》要求“在 2015 年底前取消资格股，今后不再组建农村合作

银行，符合农村商业银行准入条件的农村信用联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应直接改制为农村商业

银行；暂不符合条件的，要尽快将资格股全部转换为投资股，并改制组建为股份制的农村信

用社”。各省把农信社股份制改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调整充实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领导小

组，明确改革的具体任务目标和时间表，指导各级政府促进农信社股份制改制，农信社改制

的进程明显加快。2014年银监会印发《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稳

妥推进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各级政府分季度、分阶段制定工作目标，一家一策，精准扶持，

掀起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热潮。截至 2017 年底，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机构数达到 1262 家，农

村合作银行剩余 33 家，农村信用社剩余 965 家。 

图 1 2010-2017 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2010-2017 年银监会年报 

2.农信社改制农商行：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 

2003 年国务院下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包括两项改革内容，一项是产

权制度改革，另一项是管理制度改革，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通过组

建省联社，来对农信社、农商行进行管理。省联社由县联社出资成立，而省联社则经省政府

授权，对法人机构实施行业管理，这就形成了“自下而上入股”和“自上而下管理”的矛盾。

依照产权关系，县联社应有权对省联社行使包括重大经营决策、选聘高管人员等权利，但在

行政隶属关系上，省联社是省政府的一个机构，其高管人员由省政府提名任命，从而决定了

其决策和行为不会遵循基层法人社的意愿，而是依照省政府的意志对基层法人社实施管理。 

省联社对农信社的干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省联社掌管人事权。2004 年银监

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指导意见》，明确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金
融
机
构
数
量
（
家
）

 

年份 

农村信用社 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省联社的职责包括“督促信用社依法选举理事和监事，选举、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农信社

的董事、监事换届和高管选聘由省组织部门和省联社联合提名，农信社股东大会选举，但实

际操作中由于采取等额或较小差额比例选举，农信社话语权很小。除了高管人事，农信社普

通职工招聘也需要经过省联社同意，由省联社统一招聘和分配。第二，省联社掌管财务审批

权，农信社大额财务开支需省联社审批
②
。第三，省联社掌管业务指导权。农信社一定额度

以上的大额贷款都需向省联社报批，并且贷款利率并不能完全自主浮动，一旦农信社实行较

高的贷款利率，会受到省联社的关注和窗口指导（黄益平等，2018）。 

省联社的行政化管理，损害了农信社经营自主权。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后，虽然仍然接

受省联社的统一管理，但是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尤其是优质法人股东的引入，优化了股

权结构，有利于减少外部人干预现象。事实上，农信社改制能够减少省联社的外部人干预，

也可以从近年来农商行与省联社的冲突中看出。2016 年安徽桐城农商行前任董事长辞职，

安徽省联社提名董事长，但遭到几名股东董事反对，股东董事代表则提出自荐方案、市场化

招聘方案及行内高管提拔方案，也遭到了省联社的否决，导致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半年

内的空缺。2017 年，常熟农商行董事会投票未通过省联社提名的两名副行长候选人。因此，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后，受到省联社干预的程度下降，经营自主权扩大，是一个金融机构市

场化的过程。 

四、实证策略及数据描述 

1.实证策略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是一个在各个地区逐渐试点推广的过程，各个地区农信社改革状况

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准自然实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

支农影响的宝贵机会。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0-2016 年农信社、农商行的数据，运用双重差

分的方法来考察农信社改制对支农水平和盈利状况的影响，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1）  

在回归方程（1）中，i 代表农信社或农商行，t 代表年份。 
  
表示农信社或农商行 i 在 t

年的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资产收益率。        表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估计系数  即

为我们关注的农信社改制的效应，若农信社 i 在 t 年改制，则        取值为 1，否则为 0。

在这里，        相当于经典双重差分方法中的交乘项。   表示控制变量，除了金融机构市

场化的影响，农信社的支农水平和盈利状况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控制这些变量，

将会使得本文的核心估计系数  有偏。根据 2003 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

                                                  
② 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农信社改革研究”课题组撰写的报告《当前农信社改革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301/t20130125_160183.htm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Agriculture/Practice/201301/t20130125_160183.htm


点方案》和 2008 年银监会印发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农信社转制

农商行需要在资本充足率、贷款拨备率、资产规模等方面满足一定的条件，因此我们控制了

这三个变量。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后，大部分农信社的股权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资格股会全

部转变为投资股，因此我们也控制了股权结构。最终，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银行特征变量：

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存贷比、股权结构、银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改制农

商行后的年龄，也包括银行所在区县的经济特征：人均 GDP、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二产

业占 GDP 比重、区县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当地的金融深化程度。对于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问

题，本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通过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可以消除不随

时间变化的银行个体异质性和宏观周期。为控制面板数据潜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

将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聚类（Cluster）到银行层面。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0-2016 年。样本中银行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这套数据包含了农信社、农商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利润情况、基本经营情况；区县经济统计

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在样本选择方面，由于本文的银行数据中缺乏青海省、海南省两个省份的数据，而西藏

自治区没有农村信用社体系，所以我们的样本中不包括这三个省份的农信社、农商行。根据

银监会 2014年印发的《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机制建设监管指引》，农商行可以分

为三类：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城区农村商业银行和大中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其中大中城市农

商行相比于县域、城区农商行，公司治理更加完善，资产规模庞大，涉农贷款等统计指标也

不一致，因此我们删除了大中城市农商行样本，在我们的样本中，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四个直辖市地区的农商行。2010-2016 年这段时间，一些地区也进行了撤县设区等行政

区划改革，为了避免前后统计口径的偏差，我们也删除了这部分样本。有一些农信社改制的

时候，合并了周边的一些农信社（主要是城区农信社），从而使得改制前后的农信社、农商

行无法一一对应，我们也删除了这部分样本。 

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 2010-2016 年 982 家银行的数据，其中包括 452 家在 2016 年前

改制的农商行，530 家直到 2016 年仍未改制的农信社。2010-2016 年农信社实际改制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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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农信社改制情况见图 2，由图 2 可见，我们样本中农商行改制的年度变动趋势与实际

农商行改制的趋势是相符的，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图 2 2010-2016 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2010-2016 年银监会年报（实际农商行改制情况）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主要连续变量 1%分位数以下和 99%

分位数以上的样本使用缩尾法(winsorize)进行处理。表 1、表 2 分别报告的是本文主要变量

定义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r_agriloan 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涉农贷款/总贷款 

r_nonagriloan 非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非涉农贷款/总贷款 

r_farmerloan 农户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 农户贷款/总贷款 

r_agrifirmloan 
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占总贷款的

比重 
涉农经济组织贷款/总贷款 

roa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roe 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资本总额 

r_loan 贷款业务占总资产比重 贷款业务/总资产 

r_fund 资金业务占总资产比重 资金业务/总资产 

r_whole 批发融资业务占资金业务比重 批发融资业务/资金业务 

r_inv 自营投资业务占资金业务比重 自营投资业务/资金业务 

i_loan 贷款利率 贷款利息收入/总贷款 

i_fund 资金业务投资回报率 投资收益/资金业务总额 

npl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总贷款 

age 农商行年龄 农商行成立的年龄 

lnasset 农信社资产对数值 农信社总资产取对数 

car 资本充足率 所有者权益/总资产 

pcv 拨备覆盖率 资产减值损失/不良贷款 

ltd 存贷比 农信社贷款余额/农信社各项存款 

shareholding 法人股占总股份比重 法人股/总股份 

marketshare 农信社贷款占当地总贷款比重 
农信社贷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 

lngdppc 人均 gdp 对数值 人均 gdp 取对数 

primary 一产占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gdp 

secondary 二产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fiscalauto 财政自给率 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 

financialdeep 金融深化程度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gap 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

入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_agriloan 0.871 0.114 0.4 1 

r_nonagriloan 0.13 0.12 0 0.949 

r_farmerloan 0.567 0.217 0.074 0.965 

r_agrifirmloan 0.302 0.194 0 0.813 

roa 0.01 0.006 0 0.029 

roe 0.166 0.106 0 0.905 

r_loan 0.563 0.09 0.295 0.779 

r_fund 0.437 0.093 0.093 0.959 

r_whole 0.442 0.231 0 0.977 

r_inv 0.098 0.168 0 0.984 

i_loan 0.084 0.02 0.038 0.151 

i_fund 0.003 0.006 0 0.027 

npl 0.057 0.07 0.004 0.452 

age 0.581 1.482 0 16 

lnasset 12.749 0.793 10.912 14.809 

car 0.074 0.031 0.011 0.136 

pcv 0.595 0.541 0 3.16 

ltd 0.654 0.111 0.373 0.996 

shareholding 0.295 0.209 0 0.832 

marketshare 0.475 0.197 0.12 0.984 

lngdppc 10.075 0.713 8.6 12.107 

primary 0.207 0.106 0.022 0.551 

secondary 0.446 0.15 0.097 0.797 

fiscalauto 0.329 0.218 0.042 1.021 

financialdeep 0.564 0.269 0.131 1.621 

gap 2.887 0.472 2.064 4.073 



五、实证结果 

1.农信社改制对农信社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的影响 

首先我们将分析，现阶段农信社改制农信社对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的影响，表 3第 1-3

列报告了农信社改制对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影响的回归结果，第 4-6 列报告了农信社改制

对资产收益率影响的回归结果。为了识别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会对回

归结果造成影响，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第 1 列、第 4 列仅控制双向固定效应，第 2

列、第 5 列分别在第 1 列、第 4 列的基础上控制银行特征变量，第 3 列、第 6 列又在第 2

列、第 5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区县经济变量，结果显示：农信社改制农商行显著提升了涉

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和资产收益率，即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金融的可持续支农，

假说 1 得证。 

控制变量方面，农商行年龄对涉农贷款占比影响不显著，对 roa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

明农信社改制对 roa 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但是负向影响的程度很小。农信社资产

规模不影响涉农贷款占比，但显著的影响 roa，农信社资产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资本

充足率对涉农贷款占比有负向影响，说明越优质的银行提供的支农服务反而越少；对 roa

也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资本充足率高的农信社经营更加稳健，因此盈利水平可能并不

突出。拨备覆盖率越高的银行，资产质量往往越低，因此涉农贷款占比越高，盈利能力越低，

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存贷比对涉农贷款占比有负向影响，对 roa 有正向影响。法人股占总股

本的比重越高，农信社涉农贷款占比、roa 越高，说明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等优质涉农企业，

对农信社的可持续支农是有利的。农信社在当地市场份额越大，涉农贷款占比越小、盈利能

力也越差，说明农信社的垄断能力越强，经济和社会效率越低。农信社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财政自由度和金融深化程度对涉农贷款占比、roa 无显著影响。相对于第三产业占比

而言，第一产业占比越高，涉农贷款占比越低，roa 越低，一产占比越高的地方往往经济越

落后，农村信贷条件差，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信社支农水平和盈利能力都比较差。相对于第三

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方，经济水平也相对落后，因此农信社 roa 也较低，但是

支农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表 3                 农信社改制对农信社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的影响 

 
(1) (2) (3) (4) (5) (6) 

 
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reform 0.029
***
 0.023

***
 0.023

***
 0.003

***
 0.002

***
 0.002

***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0.001) 

age 
 

-0.002 -0.002 
 

-0.000
***
 -0.000

***
 

  
(0.003) (0.003) 

 
(0.001) (0.001) 

lnasset 
 

0.009 0.011 
 

0.006
***
 0.005

***
 



  
(0.013) (0.014) 

 
(0.001) (0.001) 

car 
 

-0.285
*
 -0.282

*
 

 
-0.017

*
 -0.017

*
 

  
(0.152) (0.152) 

 
(0.010) (0.010) 

pcv 
 

0.018
*** 

0.018
***
 

 
-0.001

***
 -0.001

***
 

  
(0.003) (0.003) 

 
(0.001) (0.001) 

ltd 
 

-0.118
***
 -0.112

***
 

 
0.004

***
 0.003

** 

  
(0.027) (0.029) 

 
(0.001) (0.001) 

shareholding 0.045
***
 0.043

***
 

 
0.006

***
 0.006

***
 

  
(0.012) (0.012) 

 
(0.001) (0.001) 

marketshare -0.052
***
 -0.065

**
 

 
-0.004

***
 -0.003

*
 

  
(0.018) (0.025) 

 
(0.001) (0.002) 

lngdppc 
  

-0.005 
  

0.001 

   
(0.018) 

  
(0.001) 

primary 
  

-0.090
*
 

  
-0.013

***
 

   
(0.053) 

  
(0.003) 

secondary 
  

-0.044 
  

-0.007
***
 

   
(0.044) 

  
(0.003) 

fiscalauto 
  

0.026 
  

-0.001 

   
(0.018) 

  
(0.001) 

financialdeep 
 

-0.016 
  

0.002 

   
(0.020) 

  
(0.00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04 0.079 0.081 0.177 0.233 0.239 

注：括号内 t 值为回归系数的银行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需要说明的是，表 3 的估计结果来自于农信社的全国样本回归，这意味着，现阶段在全

国层面深化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平均来说会促进金融的可持续支农。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

地区，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能否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存在异质性。表 4 是将全国的农信社样

本分为东中部省份样本和西部省份样本，采取与表 3 相同的回归方式得到的结果。结果显示：

东中部地区农信社改制后，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显著提升；但是西部地区农信社改制之后，

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没有显著变化。表 4 的回归结果，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3，

当一个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差距较大的时候，深化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并

不能够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 



表 4            农信社改制对东中西部农信社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的影响 

 
(1) (2) 

 
(3) (4) 

 
东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涉农贷款占总

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涉农贷款占总

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reform 0.030
***
 0.003

***
 

 
0.01 0.001 

 
(0.006) 0.000 

 
(0.008) (0.001)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 3584 3584 
 

3290 3290 

R-squared 0.051 0.277 
 

0.142 0.276 

 

2.农信社改制对农信社不同类型业务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探讨农信社改制对农信社不同类型业务的影响。我国农信社、农商行的经

营业务主要分为三类：贷款业务、资金业务和中间业务，其中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据亚

联咨询公司分析，2013-2014 年间我国农商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普遍在 15%以下（王文珠，

2015）。由于本文样本中缺乏农信社的中间业务数据，同时中间业务占比比较低，所以我们

主要分析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这两类业务。贷款利率，本文用贷款利息收入除以总贷款来衡

量；资金投资回报率，用投资收益除以资金业务总额来衡量。 

由表 5 可知，农信社改制对信贷业务和资金业务占总资产的比例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

著提升了贷款利率和资金业务回报率，值得注意的是，在贷款利率提升的同时，不良贷款率

也显著下降，说明银行贷款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假设 2a 得证。从表 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农信社改制对银行效率的提升是全方面的，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的经营效率都得到显著

提升，由于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占总资产比重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效率的提升来自于两种业

务类型内部，接下来，本文将对两种业务类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5                 农信社改制对农信社不同类型业务的影响 

    (1) (2) (3) 
 

(4) (5) 

 
贷款业务 

 
资金业务 

    
贷款业务占

总资产比重 
贷款利率 

贷款不良

率  

资金业务占

总资产比重 

资金业务投资

回报率 

reform -0.002 0.002
**
 -0.017

***
 

 
0.002 0.001*** 



 
(0.002) (0.001) (0.003) 

 
(0.003) 0.000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805 0.421 0.204 
 

0.808 0.039 

3.机制分析——如何在提高支农水平的同时实现商业可持续 

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目标与支农目标是不兼容的（周月书、彭媛媛，2017），

但是本文表 3 的回归结果却显示，平均而言，农信社改制既提高了其支农水平，也提高了其

盈利能力，有利于实现商业可持续，因此本文接下来将探究农信社改制对其业务结构的影响，

从而发现农信社改制的影响机制。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信社改制之后，贷款业务和资金

业务的收益率都显著提升，但是两种业务的相对占比没有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两种业务

细分，从而进一步进行探讨。 

在表 3 的基准回归中，我们以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农信社支农力度，简单来

说，涉农贷款指的是贷款投向为农业、农村、农民的贷款。根据 2007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

监会共同印发的《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涉农贷款的具体判定标准如图 3 所示。 

图 3 涉农贷款判定方法 

资料来源：《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和金融监管研究院
③
 

                                                  
③ 见《何为涉农贷款？银保监 5号文影响再解读》https://mp.weixin.qq.com/s/kOZThcLZVB80isNl8LUcPw 

个人 
法人/公司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否为农户 

涉农贷款 

投向的行业是否

为农林牧渔/支农 

所有贷款都是涉

农贷款 

注册地是否在农村区域 

客户类型 

涉农贷款 非涉农贷款 



对于个人客户而言，如果客户为农户，那么贷款即为涉农贷款，如果客户不是农户，那

么贷款就不是涉农贷款。对于公司客户而言，需要判断公司注册地是否在农村区域，如果在

农村区域，那么所有贷款都是涉农贷款；如果公司不在农村区域，那么需要进一步判断贷款

投向，如果贷款投向是农林牧渔业或者用于支农，那么贷款为涉农贷款，否则是非涉农贷款。

根据客户类型，本文将涉农贷款进一步细化为农户贷款、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包括公司贷款

和集体经济组织贷款）和非涉农贷款，来看农信社改制对支农水平的影响。 

银行的资金业务可以细分为批发融资业务和自营投资业务。批发融资业务是指商业银行

在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和长期资金融通行为，从资产端来看，主要是指银行间市场的拆出资金、

买入返售和存放同业；自营投资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和交易行为，从资产端

来看，主要包括债券投资和一些非标金融产品投资。相对于批发融资业务而言，自营投资业

务专业性要求较高，风险更大，但是收益也更高。 

表 6 为农信社改制对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贷款业务来看，农信社改

制对农户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对非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资金业务来看，农信社

改制显著提升了自营投资业务占资金业务的比例，降低了批发融资业务占资金业务的比例，

这与假说 2b是相符的。 

农信社改制之前，与地方政府关联紧密，既肩负政策性义务，又追求经济效益，农信社

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企业，对政府有很强的依附性，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农信

社的救助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种环境下，农信社管理层必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其道德

风险将会带来亏损，并无止境地要求财政补贴（谢平，2001）农信社改制之后，公司治理更

加完善，自主经营权扩大，这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拥有更大的自主经营权，

农商行可以重新审视自身的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己的深耕农村金融市场，掌握农业经营主

体“软信息”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与地方政府的关联减弱，改制之后的农商行更加

独立，对地方政府会为其经营后果“兜底”的预期减小，因此会更加务实的经营。 

现阶段，工商业的信贷竞争激烈，所以工商业贷款的利息一般比较低，并且农信社作为

中小银行，在与大型银行的竞争中，往往要用更优惠的利率吸引客户，这使得农信社工商业

贷款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由表 6 可以看出，农信社改制之后，基于自己在农村金融市场

的比较优势，制定了更符合自身特点的经营策略，减少了非涉农贷款供给，增加了涉农贷款

供给。但是由于普通农户在土地经营规模、农业设备投入、政府支持、经营收入等方面很难

满足银行业贷款的要求，而新型经营主体则更为适合做贷款主体，因此农商行加大了涉农经

济组织贷款的供给，对普通农户贷款的供给则没有显著增加。农商行退出了一部分竞争激励、

利率较低的工商业贷款，发放了更多利率较高的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因此我们看到农信社改

制之后，平均贷款利率显著上升，同时由于农商行退出了部分质量较差的工商业部门贷款，

利用自身掌握的涉农经济组织的经营信息，增加了部分质量更好的涉农经济组织贷款，贷款



的不良率也下降了，农商行的经营更加安全稳健。在资金业务方面，农信社改制之后，自主

经营权扩大，能够从事风险更大，但是收益更高的业务，因此农商行加大了自营投资业务的

比重，降低了批发融资业务的比重。 

表 6                    农信社改制对贷款业务和资金业务的影响 

 
(1) (2) (3) 

 
(4) (5) 

 
贷款业务 

 
资金业务 

 

农户贷款

占总贷款

比重 

涉农经济组

织贷款占总

贷款比重 

非涉农贷

款占总贷

款比重 
 

批发融资业

务占资金业

务比重 

自营投资业

务占资金业

务比重 

reform 0 0.025
***
 -0.025

***
 

 
-0.039

***
 0.025

**
 

 
(0.007) (0.007) (0.006) 

 
(0.013) (0.011)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170 0.146 0.078 
 

0.067 0.210 

4.不同发展阶段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支农的影响 

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作用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金融机构

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当一个地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农业与工

商业发展差距较大时，金融机构市场化会导致金融支农水平下降；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到

一定水平，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差距较小时，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目标与支农目标是兼容的，

金融机构市场化能够促进金融的可持续支农。本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农业与工商业

发展差距，2016 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 6 个省份分别为：天津市、浙江省、黑龙

江省、吉林省、上海市、江苏省，全部位于东中部地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 6

个省份分别为：陕西省、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全部位于西部地

区，这与它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相符的，因此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衡量农业与工商

业发展差距是适当的。 

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了 reform*gap 交乘项，其中 gap 表示农业与工商

业部门的发展差距，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

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由于数据的限制，该比值为省级层面的数据。表 7 是不同发展阶段农

信社改制对金融支农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由表 7 可知，农信社改制对金融支农的作用受到

农信社所在地区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的影响，农业与工商业发展差距越小，农信社改



制对金融支农的促进作用越大，假说 3 得证。接下来，我们对涉农贷款进行了细分，来考察

不同发展阶段农信社改制对不同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影响。 

表 7                 不同发展阶段农信社改制对金融支农水平的影响 

 
(1) (2) (3) 

 
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reform*gap -0.025
**
 -0.020

*
 -0.018

*
 

 
(0.011) (0.010) (0.010) 

gap -0.062
***
 -0.045

***
 -0.044

***
 

 
(0.016) (0.015) (0.016) 

reform 0.098
***
 0.078

***
 0.072

**
 

 
(0.030) (0.028) (0.029) 

经济特征变量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05 0.084 0.085 

表 8 显示，不同发展阶段农信社改制对不同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农业

与工商业发展差距越小，农信社改制对涉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越大，对普通农户的支持力

度越小。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小的地方，经济较为发达，涉农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更

多，由于涉农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实力更强，更容易满足信贷条件，因此金融机构市场化改

革后加大了对涉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农户贷款可以分为生产性贷款和生活贷款，刘西川

等（2014）通过农户调研发现，农户获得的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有 53.53%用于生产性用途，

有 46.47%用于生活用途，两类贷款的占比接近 1:1。在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比较小的

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更多，对生产性贷款的需求有可能会更小；

同时由于农户收入更高，对于生活贷款的需求也更小，因此我们看到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后，

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越小的地方农户贷款的发放量也越小。 

表 8           不同发展阶段农信社改制对不同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影响 

 (1) (2) (3) (4) (5) (6) 

 农户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reform*gap 0.045
***
 0.042

***
 0.036

**
 -0.068

***
 -0.063

***
 -0.054

***
 

 (0.015) (0.014) (0.014) (0.015) (0.013) (0.014) 

gap 0.039
**
 0.041

**
 0.048

**
 -0.104

***
 -0.089

***
 -0.095

***
 

 (0.020) (0.019) (0.019) (0.018) (0.017) (0.017) 



reform -0.135
***
 -0.116

***
 -0.098

**
 0.227

***
 0.198

***
 0.174

***
 

 (0.040) (0.038) (0.039) (0.040) (0.037) (0.038)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152 0.167 0.174 0.133 0.153 0.163 

六、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必须满足，政策发生前，处理组与控制的变动趋势是平行的，不存在

趋势性差异。为验证平行趋势假定并考察农信社改制的动态效应，本文参考 Jacobson(1993)

做法，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2） 

其中，i 表示农信社、农商行，t 表示年份,    
 
 是表示农信社改制前后第|j|年的虚拟变量。

我们用  表示农信社 i 改制的年份，则当 t-  =j 时，   
 
=1，否则   

 
=0。我们将农信社改制前

的第 5 年作为回归的基期，因此在回归中我们剔除了 j=-5 的哑变量。其他变量定义见回归

方程（1）。 
 
即为农信社改制 j 年后（前）对支农水平、盈利能力的影响。图 4-图 8 分别

给出了农信社改制对支农水平、盈利能力影响的估计系数 
 
和 95%的置信区间；横坐标表示

距离农信社改制的年数，-4 表示农信社改制前的第 4 年,5 表示农信社改制后的第 5 年。 

图 4-图 7 是农信社改制对支农水平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由图可知，在农信社

改制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支农水平基本没有显著性的差别，满足平行趋势假定；改制之

后的动态效应与实证结果也是对应的。图 8 是农信社改制对盈利能力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

检验，可以看出，在改制前 5 年、4 年、3 年、2 年，处理组与控制组是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的，但是改制前 1 年处理组与控制组出现了显著性的差异，处理组的盈利能力显著增加。 按

照《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规定，农信社改制需要在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方

面达到一定的条件，但改制并不是中央政府来统一实施的，具体负责的是地方政府，在实际

转制过程中，农信社改制并非按照经营能力的强弱，依次进行转制，比如浙江省经济发达，

一些农信社管理较好、资产质量高、抗风险能力强，但是在 2003-2009 年第一轮改革过程中

没有一家改制为农商行。由图 9 也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农商行在改制前的盈利能力和支农

水平并不比没有改制的农信社更加突出。因此，针对改制前 1 年，处理组农信社盈利能力显

著增加的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实际改制过程中，一些农信社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并没



有达到要求，但是在改制前 1 年，通过某些方式提高了自己的经营绩效，从而满足改制的要

求。因此，农信社改制之前几年的经营状况更能反映其实际情况，图 8 显示改制前 5 年、4

年、3 年、2 年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因此可以认为改制发生前，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盈利能力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如果确实存在部分农信社在改制前 1 年人为提高经营业绩的情况，那么会对本文的因果

识别造成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情况，如果改制之后，

农信社继续采取同样的人为提高经营业绩的做法，那么对本文的回归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

响；第二种情况，如果改制之后，农信社放弃了这种做法，那么本文的回归结果会低估农信

社改制影响的大小，实际的影响会更大，但是农信社改制对金融可持续支农影响的方向不会

发生变化。因此，以上两种情况都不会对本文的因果识别方向造成威胁。 

综上，在农信社改制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支农水平、盈利能力满足平行趋势；改制之

后，除了对农户贷款占比没有显著影响，改制对支农水平和盈利能力都有长久的正向影响。 

 

图 4 农信社改制对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图 5 农信社改制对农户贷款占总贷款比重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图 6 农信社改制对涉农经济组织贷款占总贷款比重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图 7 农信社改制对非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图 8 农信社改制对资产收益率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图 9 农信社历年盈利状况和支农水平 

2.遗漏变量问题处理 

本文的平行趋势检验表明，先改制的农信社、后改制的农信社和未改制的农信社的盈利

能力和支农水平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这说明三类农信社改制之前，在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或者即使存在差异，但是变动趋势是一致的，满足双重差分法识别因果关

系的前提条件。但是本文仍然担心一种情况：2016 年前改制的农信社与未改制的农信社，

除了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即自主经营权）上存在差异，还在与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相关

的某些其他特征上存在显著不同，而这些特征我们不能在回归中控制，这会造成本文识别的

农信社改制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实际上包含了这些遗漏变量的影响，使得本文的回归

结果不可信。 

本文的处理方法是，删除 2016 年之前仍未改制的农信社样本。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的变异来自两个方面：改制的农信社与未改制的农信社，先改制的农信

社与后改制的农信社。删除 2016 年之前仍未改制的农信社样本之后，本文可以缓解上述遗

漏变量问题的干扰，同时依然可以通过农信社改制时间早晚的差异，识别金融机构市场化对

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的影响。表 9 删除了 2016 年之前仍未改制的农信社样本之后，回归结

果依然稳健，农信社改制显著提高了盈利能力和支农水平。 

表 9                       删除未改制的农信社样本的回归 



 (1) (2) (3) 

 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不良贷款率 

reform 0.019
***
 0.001

***
 -0.007

**
 

 (0.005) 0.000 (0.003)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 3164 3164 3164 

R-squared 0.051 0.298 0.401 

3.反向因果问题处理 

如前文所述，并非盈利能力越强的农信社越早改制，但本文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验证，

确保本文的识别结果不受反向因果问题的威胁。本文假定盈利能力越强的农信社越早改制，

构建反事实样本（Li et al.，2016；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然后利用反事实样本回归，如

果得到与真实样本相似的回归结果，说明本文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的结论

是不可信的。具体来说，我们按照农信社的资产收益率大小进行排序，资产收益率越大的农

信社越早进行改制，根据样本中每年改制的农信社数量（2010-2016 年分别改制 17、37、36、

58、93、86、111 家），按照相同比例生成反事实农信社改制样本。在这里，我们采用两种

方法对资产收益率大小进行排序。第一种方法，我们选取 2010年 roa 排名前 37 家农信社（农

商行），假定它们 2011 年改制；从剩余农信社中，选取 2010-2011 年平均 roa 排名前 36 家

农信社，假定它们 2012年改制；再从剩余农信社中，选取 2010-2012 年平均 roa 排名前 58

家农信社，假定它们 2013 年改制；以此类推。因为我们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0-2016 年，

所以我们无法利用 2010年前的 roa 信息生成 2010 年的反事实样本。第二种方法，我们对农

信社（农商行）2010-2016 年的 roa 平均值进行排序，然后选出排名的前 17、37、36、58、

93、86、111 家农信社，假定它们分别在 2010-2016 年改制。表 10 为反事实样本的回归结

果。 

表 10               农信社对支农水平、盈利能力影响的反事实检验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1) (2) (3) (4) (5) (6) 

 

涉农贷款占

总贷款比重 

资产收

益率 

不良贷

款率 

涉农贷款占

总贷款比重 

资产收 

益率 

不良贷 

款率 

fakereform 0.001 -0.001
**
 0.014

***
 0.001 -0.001

***
 0.008

***
 

 
(0.006) (0.000) (0.003) (0.005) (0.000) (0.002)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R-squared 0.075 0.301 0.211 0.076 0.24 0.201 

表 10 的结果显示，利用我们构建的反事实样本，农信社改制对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

重没有显著影响，对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本

文的真实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农信社改制显著提高了银行的涉农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和资产

收益率，并显著减少了不良贷款率。反事实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与真实样本的回归结果是不

一致的，说明即使本文面临着反向因果问题——农信社改制的先后顺序是由农信社的盈利能

力决定的，也不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 

4.替换指标回归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

检验。本文用资本收益率、利润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资产收益率的替换指标，用涉农贷

款增速作为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重的替换指标，用农户贷款增速作为农户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的替换指标，表 11 的结果显示，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11                          稳健性检验——替换指标 

 
(1) (2) (3) (4) 

 
资本收益率 

利润总额占总

资产的比重 
涉农贷款增速 农户贷款增速 

reform 0.012
**
 0.003

***
 0.024

**
 0.005 

 
(0.006) (0.000) (0.009) (0.021)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 6874 6874 5892 5892 

R-squared 0.134 0.276 0.200 0.047 

5.子样本回归 

本文进一步通过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城区农信社（农商行）与县域农信社（农

商行）在涉农贷款等统计口径上存在一些不同，因此本文删除城区农信社（农商行），获得

了子样本 1。2014 年银监会印发《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的通知》后，农信社改制



农商行的进程加快，我们删除 2013 年之前改制的农信社，得到子样本 2。表 12 是利用子样

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子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本文的核心回归结果。 

表 12                       稳健性检验——子样本 

 子样本 1 子样本 2 

 
(1) (2) (3) (4) 

 

涉农贷款占总

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涉农贷款占总

贷款比重 
资产收益率 

reform 0.023
***
 0.002

***
 0.013

**
 0.002

***
 

 
(0.005) (0.000) (0.007) (0.000) 

经济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银行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 6797 6797 5740 5740 

R-squared 0.079 0.238 0.097 0.225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部门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由于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农村金融

服务，政府进行了行政干预，但是干预造成了涉农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不良贷款率远高

于正常金融机构（黄益平等，2018）。任何企业，必须首先能够实现可持续经营，然后才能

承担社会责任。金融市场化被认为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周业安和赵坚毅，2005），

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对可持续支农的影响。 

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市场化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作用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当处于

经济发展早期，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较大，农村信贷条件较差时，金融机构市场化会

导致资金离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显著缩小时，金融机构

市场化能够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现阶段，农业与工商业部门发展差距缩小，农村信贷条件

得到有效改善，深化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本文以 2010-2016

年 982 家农信社和农商行为样本，利用农信社转制农商行这一“准自然实验”，对金融机构

市场化改革能否促进金融可持续支农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 

本文的政策启发是：第一，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对金融可持续支农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

段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把握好改革的时间点，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显著减小，实行金融

机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可持续支农。第二，继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农村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个人征信系统，并向金融机构开放，优化农村的信贷环境。第

三，由于普通农户在产业发展机会、可抵押物品等方面远不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机构



市场化改革没有显著缓解他们的信贷困境，因此对于特别弱势的农村群体，还需要政策的适

度干预或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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