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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历经几十年的探索，目前仍然未能就其发展方向、实现

路径等问题达成共识。本课题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县域

产业、经营主体的变化，金融服务的需求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农村金融应当以

“普惠金融”理念作为指导，以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本课题

通过调研数据、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总体结论：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总体上由于

市场效率不高而存在 “供需缺口”，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效率，填补 “供需

缺口”，从而推动县域产业和经济发展。

就具体内容而言，报告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业的若干模式，分析了目

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１．构建适合县域产

业发展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２．夯实县域产业的数字化基础，推动三农 “数字

化”顶层设计的具体实施，避免出现 “数字鸿沟”；３．鼓励金融机构基于各自优

势进行合作，利用数字金融技术创新金融产品；４．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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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节从我国目前县域产业主体的基本特征出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产业发展需求，指出农

村金融应当以 “普惠金融”理念为指导，有效推动 “微弱经济体”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目标的实

现。在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由于具有多种优势，对县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县域产业主体仍然以 “微弱经济体”为主

金融助力县域产业发展，首先要厘清县域产业主体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才能分析其产业发展

对应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我国县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传统上所称的 “农村地区”，我国的农业农村工作在过去的７０年

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体现在 “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不断深化，信息化程度快速提高，新型经营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经营模式不断出现并增

长，同时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①。但我们仍要看到，农村产

业主体依然以 “小农”、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微弱经济体”为主。

（一）县域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依然庞大

１．农业从业人员在中长期内将维持庞大基数

如图１所示，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从４．２４亿人下降到了３．１４亿人，下降

幅度为２５．９％②。

图１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点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数量 （单位：万人，％）
　

①

②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 “数说新中国７０年农业农村巨变”材料 ［１］。

数据来源：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农业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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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农业从业人员在此２０年间下降了四分之一，但可以看到其绝对数量仍然庞大，２０１６年底

依然有３．１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其下降速度和减少人数正在趋缓。分别来看，从业人员数量

降速由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的９．９％，减少人数的绝对数量由前十年

的７５６７万人，下降到后十年的３４５２万人，降速以及下降数量的大幅趋缓，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仍将维持庞大基数，乡村的产业振兴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

２．农业从业人员以中老年人居多①

如图２所示，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底的农业 （农村）从业人员中５５（５１）岁以上的比例②来

看，农业 （农村）从业人员的年龄正在呈现老龄化的趋势，１９９６年农村中５５岁以上的从业人员比

例仅为１０％左右，而２００６年５１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增长到了３２．５％，２０１６年５５岁以上的

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更是达到３３．６％，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③。

图２　农业 （农村）从业人员中５５岁 （５１岁）以上的比例 （单位：％）
　

３．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增长迅速④

如图３所示，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农村的外出务工⑤人数呈现了快速增长，由７２２３万人增长

到１６９３４万人。农民工虽然收入水平相比农业收入有一定增长，但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

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属于 “微弱经济”的范畴。

图３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点上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 （单位：万人）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１９９６年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从业人员中５５岁以上的比例；２００６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１岁以上

的比例；２０１６年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５岁以上的比例。

这里需要注意到２００６年的数据是５１岁以上的比例，如果与２０１６年一致，考虑５５岁以上的比例，将一定程度上小于

３２．５％，比如根据国家据统计局的调查，２００６年全国的５０～５４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为７．６％，如果以此做参考，将该比例从３２．５％

中减去，那么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农业从业人口中５５岁以上的比例也是显著上升的。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全国农业普查。

指在户籍所在的乡镇外进行务工。



第一节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　　　　

４．农业经营人员的教育程度偏低

如图４和图５所示，农业经营人员的教育程度多数较低①。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年，这一情况没

有明显改观，初中及以下的从业者占到了９０％以上，高中以上的从业人员不足１０％。

图４　２００６年农业经营人员教育程度 （单位：％）
　

图５　２０１６年农业经营人员教育程度 （单位：％）
　

（二）农业经营主体多数为 “小农”、“小微企业”

１．农业经营户多数为 “小农”②

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６年，全国的农业经营户基本维持不变，从１９３１０万户增加到２０７４３万户。

其中，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２０１６年全国有２．０７亿农业经营户，但其中规模经营户只有３９８

万户③，占比仅为１．９％，其余占比９８．１％。可见农业经营户中 “小农”占据了绝大部分，即使是

规模经营户１０，其年营业收入标准也仅仅为１０万元，而且其平均用工人数也仅为３．２人，如表１

所示。由此判断，农业经营户绝大多数属于 “微弱经济”的范畴。

表１　农业经营户的数量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６

农业经营户 （万户） ２０７４３ ２００１６ １９３１０

规模农业经营户 （万户） ３９８ — —

规模农业经营户平均用工人数 （人） ３．２ — —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普查。

数据来源：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化标准在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

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等各个子行业中各有不同，如在各个子行业中均不达标准，但全年农林牧渔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１０万

元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大户等，也可视作 “规模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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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业经营单位平均用工数少，多数属于 “小微企业”

如下表２所示，农业经营单位在２００６年之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主要原因是农民合作社的

数量基本从无到有，快速增长，造成了２０１６年农业经营单位的数量相比２００６年增长了４１６％，但

经营单位的平均职工数也仅为５．４人，多数属于 “小微企业”。

表２　农业经营单位情况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６

农业经营单位 （万个） ２０４ ３９．５ ３５．６３

农业经营单位平均职工数 （人） ５．４ — —

农民合作社总数 （万个） １７９ — —

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万个） ９１ — —

３．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产规模较小①

在规模经营农户中，很多主体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在市场主体的登记类型中，他们很多是

以 “个体工商户”的形式出现，农民合作社规模相比家庭农场较大，是以单独的登记类型出现的，

因此可将其与全国的个体工商户、企业作比较，来分析新型经营主体的资产规模。

表３　市场主体的平均出资金额 （单位：万元）

年份 全国企业 全国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０１１ ５７６．６ ４．３ １３８．０

２０１２ ６０４．０ ４．９ １５９．７

２０１３ ６３４．１ ５．５ １９２．４

２０１４ ６７９．２ ５．９ ２１１．８

２０１５ ７７０．１ ６．８ ２２３．６

由表３中可以看到，家庭农场一般作为个体工商户，其出资金额在１０万元以下，而农民专业

合作社虽出资较多，但仍然远低于全国的企业平均水平，资产规模较小，因此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

总体上仍然属于 “小微企业”的范畴。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乡村发展的主体多数是中老年人、外出务工人员、 “小农”、

“小微企业”，这些群体一般年龄较大、教育程度偏低、用工人数少、资产规模小，这些均是 “微弱

经济”的显著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发展的重点是推动 “微弱经济”的发展。

（三）“微弱经济”的范围与本质②

“微弱经济体”指规模较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经济主体。它包括个体经济、家庭经济、

小型合作经济、微型和小型企业等。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的经济主体多数都属于 “微

弱经济”。

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不同。企业经济的决策目标是收入最大化，而家庭经济的决策目标是家庭

福祉的最大化。企业的任务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获得最大收入。而家庭通过对各种要素的

安排，使得家庭福祉最大化。这种区别可以用当前农村的两种生产模式来说明：一种是使用化肥农

药、商品饲料，另一种是不使用。前者为市场生产，后者为家庭生产。为家庭生产的模式是以家庭

福祉目标为导向的决策结果———不追求最大产量，而是追求食品安全、良好环境、身体健康。

①

②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全国市场监管总局。

资料来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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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中的 “微弱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我国的农业经营人员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庞大基数，且绝大多数属于 “微弱经济”范

畴，这就决定了农业农村工作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而国家制定的长达３０年的 “乡村振兴战略”

为 “微弱经济体”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一）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服务对象是 “微弱经济”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该问题在农村最为集中。因此乡村振兴

的服务对象首先就是 “微弱经济体”。战略的主要内容有５个方面，其中 “产业兴旺”是重点，也

是其他４个方面的重要基础。只有 “产业兴旺”，才能使得作为乡村经济主体的 “微弱经济”的发

展可持续，也是提升其发展质量、推动创业创新、吸引人才回流的前提条件。当然，“产业兴旺”，

绝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 “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而是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与第二、第

三产业深度融合，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推动农业向高质量、高标准、高附加值、高安全性方向发

展，在此基础上拓展产业的新功能，不断加强 “三农”与城镇资本的利益连接机制，使其在乡村振

兴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成长收益。

关于对 “微弱经济体”的发展，产业振兴战略中特别提到要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壮大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的衔接，在农业之外要发掘农

业的新价值，延伸产业链，完善 “微弱经济”与其他经济主体的 “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鼓励

“创新创业”等。

（二）微弱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

微弱经济的发展目标与乡村振兴的目标有很多契合点。首先，追求可持续的家庭生活。与企业

不同，经济收入的最大化不是家庭经济的最终目标，其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改善家庭生活水平，

包含生存、健康、教育、社会地位、荣誉等，经济收入只是实现更高层次目标的基础条件。文章开

头提到的为家庭生产，就是以这样的目标为导向的决策结果———不追求最大产量，而是追求食品安

全、良好环境、身体健康，要求其在生产中少用农药化肥，尽量减少污染。

第二，更加注重自然资源保护。中国的小农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几千年，是因为它能够合理利

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使用有机肥来培养土地肥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关注了广西两个仫佬族

村庄，他们几十年来每家每户都种植绿肥，在春季将绿肥翻耕作为基肥种植玉米，在没有使用任何

农药，仅使用少量磷肥的条件下，玉米产量稳中有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保持土

地肥力，才能保证来年的生产收获。这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代表。

第三，承载着超越经济的文化价值。家庭关怀、生儿育女、孝道文化、尊老爱幼等家庭文化都

因家庭经济模式下的代际言传身教得以传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实现美好家庭生活的过程中，

家庭经济不但解决了经济问题，家庭的代际关怀、教育、健康保障都可以在家庭经济中同时实现，

不会产生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抚养和扶养问题。

三、“乡村振兴”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农村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的乡村仍然以 “微弱经济体”为主，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随着乡村居民需

求、产业的不断变化，对金融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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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居民收入特征、收入增长催生了新的金融需求

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特征需要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第一，农村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从２０１３年的９４３０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６０２１元，年均增速为９．２％，高于城镇居民的８．２％。城乡

收入比在２０１９年为２．６４，依然较高；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的季节性波动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前

者为１３．８％，后者为６．５％，二者的波动率之比在２以上；第三，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约４０％的经营

性收入的波动率尤其高，为３３％；第四，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２．４％，而城镇居

民为１１．４％。最后，根据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不同省份对居民的授信比率的调研数据来看，东部

经济发达省份的授信率为４７．６％，而在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城市，其授信率只有１２．１％。从以上的

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居民需要保险、财富管理、融资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来达到控制收入波动的

风险、实现收入增长等多重目标。

其次，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３０．１％，较１９５７年下降

了３５．６个百分点，从结构上来讲，吃穿住消费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７．４％，而旅游、娱乐、耐用消费品

消费快速增长，产生了新的金融需求。如上所述，由于居民的授信率还很低，因此消费金融需求的

满足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在不断壮大

在上述政策的不断引导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加。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９

年６月底，农民合作社达到２２１．１万家，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家庭农场近６０万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以来，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底，确定了集体成员３亿多人，累计向农民股金分红３７３８．７亿元。

同时，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经营模式不断发展，返乡创业人员和高素质农民数量开始不断

增长。以乡村文旅业为例，截至２０１８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到３０亿人次，营业

收入超过了８０００亿元。２０１８年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到７８０万人，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３３０万

人，其中农民工占７０％，全国培育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突破２０００万，其中高素质农民超过１５００

万名。

（三）新型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综合性的特征

农业、农业经营主体在不断变化。随着农村产权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２０１８年家庭

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已达５．３９亿亩。在这个背景下，如上文所述，新型经营主体如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长，呈现了 “小农为主”＋ “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经营主体结构。

乡村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随着适度规模化经营主体的不断增长，与市场

的直接衔接越来越紧密，乡村产业发展正朝着现代化 （智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科技化）、产业

融合的方向发展。总结起来就是：由短到长 （产业链不断加长）、由散到合 （经营主体由小农到合

作社、集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由低到高 （产品的标准化、高质量、高安全性、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由旧到新 （新产业、新模式、新需求不断出现）。

（四）产业与经济主体的变化需要金融服务相应调整加以适应

首先，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以合作社为例，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

据，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农业合作社总共有１５６万个，其中有示范社１４万个，营业收入约为５８０７亿

元，利润约为１０６５亿元，当年贷款余额为７１．３亿元，其平均贷款余额非常低。预计随着规模的不

断扩大，其融资需求将迅速增长。再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其２０１７年底的总收入为４６２８亿元，

利润约１５８７亿元，但收入中有约１１３０亿元的补助部分，未来随着加入市场竞争，其对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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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

其次，产业的变化催生了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需求。第一，新型经营主体需要

较大的融资额度、较长的期限，对诸如灾害保险、农业收入保险等的风险控制产品需求比以往更加

迫切；第二，对新型产业的创业者尤其是科技创业者则需要更多的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如风险投

资、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甚至是股票与债券市场等以满足其融资需求；第三，随着产业融合

的不断深化，产业链融资、跨行业融资、跨国融资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很多地区与部门开展了针对

上述需求的试点与产品，但多数都是碎片化的实践，是否能够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还有待验证。

综上，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随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城乡不断融合，乡村居民消费结构、金

融服务结构会发生变化，同时新产业、新模式将层出不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型小微企业各

种群体的金融需求不同且多样，这些新发展都需要多层次、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而目前的

农村金融服务显然未能有效满足上述需求。

四、农村金融要以 “普惠金融”的理念来解决目前问题和推进发展

（一）农村金融亟需提升效率

我国的农村金融历经解放后７０年的变迁，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发展的方向与实施路径。近２０年来，

中国开始平衡城乡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进一步挖掘、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农村的产业主体仍然是 “小农”、“小微企业”为主的 “微弱经

济体”，而目前针对这些群体的农村金融供给仍然是以农信系统为主，大行的资金呈现存贷比低、

有资金流出等突出特点。农村金融服务具有排斥度高 （覆盖率低）、机构少、产品少、市场效率、

风控效率较低的特征。解决农村金融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需要新的思路与方法。

（二）农村金融需要以 “普惠金融”为发展理念

在上述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探明发展理念与路径，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效率，已迫在眉睫。目

前的农村金融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未能解决，同时 “三农”在乡村振兴中不断发展与变化，这些老

问题、新现象需要以 “普惠金融”的思想和方法加以解决与应对。

普惠金融是一种金融服务的思想与理念，其与作为地域概念的 “农村金融”有很多类似，但也

有重要的理念上的差异，在实践中很容易产生混淆，不容易辨清。我们可以从二者的服务对象、原

则、目标、实现途径、内容上进行具体的比较。

表４　农村金融与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 传统农村金融

服务对象 中小微弱群体 农村中小微弱群体、基础设施

目标 实现社会绩效与商业可持续双重目标 以社会绩效为主

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政策干预较多

实现途径 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 线下服务为主

服务体系 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体系 以银行信贷为主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普惠金融、传统农村金融二者在服务对象上基本一致，是以中小微弱群体

以及他们从事的产业为主，但农村金融还要兼顾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在目标上，前者是实现 “市场与社会双重绩效”，后者是以社会绩效为主，二者产生了较为明

显的差异，尤其是在 “中小微弱”群体的服务上。普惠金融要兼顾 “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与

“社会绩效”两个目标，因为机构只有能够获得适当的盈利，才可以扩大其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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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在总量上对盈利得以弥补，从而激励其开展农村金融服务，进而实现产业与金融发展的良

性促进与循环，如果单纯以 “社会绩效”为目标，则对服务 “微弱经济”的激励将大打折扣，甚至

出现农村资金外流的现象。

在原则上，前者是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后者在实践中则普遍存在政策干预较多的现象。

二者的目标差异直接导致运行机制的重大差异。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本质上是通过货币、财

税、监管的激励，降低农村金融的服务成本，引导市场资金流向农业与农户，当 “三农”的产业效

率提高后，这种引导就可以有所弱化，让市场竞争与合作成为真正的主导。而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

很多时候还存在着行政干预的现象，并非 “你情我愿”的市场行为。

在实现途径上，前者是通过 “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而后者是以线下服务为主。数字技术

与金融技术的结合，使得普惠金融服务目标实现的概率大大增长。正是数字金融在不同金融领域一

步步实现突破，如移动支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在信用体系、保险、信贷、资产管理

服务上的应用，使得线上金融服务具有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高效、便捷、成本低等特征。目前

阶段，普惠金融线上与线下服务的结合仍然不可避免，而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仍然以线下为主，这

大大限制了其效率的提高。普惠金融在目标、原则、实现途径上的不同，可有效解决目前农村金融

“资金外流”这一核心问题。

最后，在服务体系上，前者是包含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担保、产业投资等在内

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体系，且金融服务种类更加广泛，包含了支付、保险、资产管理、信用体

系建设、金融能力建设等内容，更能解决产业发展、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创新的需求，而后者目前

是以银行机构提供的支付、信贷服务为主，辅以部分保险等服务，其他金融机构及服务虽然存在，

但还没有真正融入农村的产业体系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建设适合 “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

的目标，主要包括健全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创新针对 “三农”的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激励政策等三方面的工作。而作为面向 “微弱经济”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由于其目标、服

务对象、原则、实现路径、建设内容契合了 “微弱经济”的需求特征，是一种满足商业金融机构

“双重目标”的运行机制，可以有效满足 “乡村振兴”过程中产生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

求，因此普惠金融体系正是农村金融存在问题、服务 “乡村振兴”的解决思路与可行方案。

五、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也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是解决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的可行方案，而数字普惠金融则由于服务效率高、

商业可持续性好，是普惠金融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开始快速发展，在支付、理财、保险、信贷等业务上都有其优势。数

字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已经基本覆盖

所有县域，加速向乡镇及行政村拓展。移动支付可足不出户，实现购物、转账、理财、政务等服

务，极大降低了生活成本。数字理财实现了小额理财，极大提高了流动性和存款的收益率。相比银

行的传统存款服务具有较强优势。数字保险的销售具有可得性好、选择品种多、覆盖范围广的优

势。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将金融科技与农业科技结合，推出数字保险产品满足农业发展需求

将成为现实。

以下将以数字信贷为例，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相对传统金融的比较优势。

（一）数字普惠金融信贷相比线下模式的普惠金融，覆盖人群更广泛，发展速度呈

几何级增长

践行普惠金融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在超过４０年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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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了超过８００万农村妇女获得贷款；而作为金融科技的代表，互联网银行在短短３～４年内服务

的客户数就超过了格莱珉银行。如表５所示。

表５　互联网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覆盖面广

银行 普惠金融服务情况①

网商银行 近３年累积服务涉农用户超过７００万户，累计发放贷款超过５１１５亿元

微众银行 ２０１８一年中，在２９个国贫县的 “微粒贷”累积信贷规模超５００亿元

新网银行
开业３年以来，客户总数１６０５万人，８０％客户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累积放款金额

１６０１亿元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多数是传统金融未覆盖到的人群

从表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互联网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主要是 “信用白户”，也就是此前未获

得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人群。

表６　互联网银行的授信对象多数首次获得银行信贷

银行 首次获授信客户情况②

微众银行 授信企业客户中，三分之二属于首次获得银行贷款

网商银行 ８０％的县域金融服务授信客户，属于网商银行独有客户

新网银行 ８０％的客户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大量人群首次获得银行贷款

（三）数字普惠金融在触达、风控、贷款、贷后管理方面成本更低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的调研，２０１５年中和农信在客户触达、风控、贷款、贷后

管理等成本约占贷款余额１１．２％。与此相比，互联网银行的成本较低。如蚂蚁金服，其每笔农村信

贷的运营成本仅为２元钱左右。

（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商业可持续性最好

在各类型银行中，互联网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商业可持续性最好。无论是单纯考虑风险的不良

率指标，还是更加客观的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风险比指标③，均远好于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供

应商———农商行，也好于其他类型银行。

１．银行可有效控制普惠金融服务的风险

很多研究人员将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归因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大、不良率较

高。但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低，低于上市银行２０１８年的平均不良贷款

率１．５２％④，如表７、表８所示。

表７　主要互联网银行２０１８年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名称 不良贷款率 资产规模 主要客户群体

网商银行 １．３ ９５９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微众银行 ０．５１ ２２００ 个人消费

反观传统银行的贷款总体不良率，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但所有类型银行的不良率均比互联网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银行年报。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银行年报及调研访谈。

此处定义收益风险比＝银行的净息差／不良贷款率。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银行年报数据计算，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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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不良率高，如表８所示：

表８　传统银行近年来不良率 （单位：％）

名称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大型银行 １．３９ １．４３ １．５６

股份制银行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５７

城商行 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３２

农商行 １．６５ １．８２ １．８５

所有上市银行 １．５２ １．５５ １．５４

２．数字金融能力较强的互联网银行的收益风险比较高

如表９所示，互联网银行的收益风险比较农商行高出很多。

表９　２０１８年底互联网银行的收益风险比情况

名称 不良贷款率 （％） 净息差 （％） 收益风险比率 主要客户群体

网商银行 １．３ ５．４ ４．２ 小微企业、农户①

微众银行 ０．５１ ３．９ ７．６ 个人消费为主

农商行 ３．９６ ３．０２ ０．８ 三农

（五）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更为便捷，注重用户体验

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的数字信贷产品相比线下普惠金融，更加便捷、灵活。例如线下银行往

往采用一年或半年的固定借款期限，而数字信贷普遍实现随借随还、按日计息，并且单笔支用金额

也采取灵活方式；其方式做到了 “借钱不求人、办事不出门”。网商银行采取了 “３１０”模式，即

“３分钟申请，１秒钟放贷，０人工干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领先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商即互联网银行，其服务增长速度

快、覆盖率更广，且具有更高的商业可持续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

① ２０１７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为３９亿元，占全部余额比率１１．９％。网商银行是蚂蚁金服集团中专业服务于小微企业和农户的

银行业机构，在授信时会根据客户资料排除个人消费业务，其个人消费业务主要由其小贷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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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多角度的研

究。多数学者的研究认为，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获取更多的金

融信息缓解融资难问题，而农村金融应当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普惠金融发展使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降低了流动性约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

率，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Ｂｅｃｋ等，２００４；Ｈｏｎｏｈａｎ，２００４）。当贫困人群拥有金融账户的数量增

加且使用频率提高时，其消费和投资会增加，社会生活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２０１３）。

李涛 （２０１６）通过跨国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世界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周斌等 （２０１７）和于平

等 （２０１８）以我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或

不明显或因为摩擦因素存在负向冲击。朱泽琴 （２０１９）以安徽省的县域为研究对象发现普惠金融能

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影响只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出现，如果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较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

利用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和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内生金融理论，邹怀

（２０１８）认为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环境

是制约普惠金融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

二、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关于移动支付的最新研究结果指出：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８年８年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

数的东西部差异下降了２６％，打破并移动了传统的胡焕庸线①。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步被证明是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重要方向，对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此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明显缓解中小企业的

融资约束，增加融资可得性 （梁榜等，２０１８；邹伟等，２０１８），并且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时，普惠金

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缓解作用更明显。Ｈ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和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对蚂蚁金服服务的

商户进行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商户经营中的销售金额和成交量有促进作用，且提高了商户的服务

水平，有助于商户应对财务和经营冲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企

业的创新产出，且这种影响对中西部城市和传统金融覆盖不足的城市和小微企业更明显 （梁榜和张

建华，２０１９）。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地促进创业，并且对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

册资本少的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明显。

① 即 “黑河—腾冲分割线”，反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北内陆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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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２０１８）梳理了相关的理论，指出 “信息不对称、银行规模与小微企业贷款的负相关

性、自身信用不足、市场失灵、体制障碍”等是造成其融资难的主要原因。陈小林 （２０１５）指出普

惠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需要完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从而提高涉农贷款的粉饰成

本、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从而提高履约率，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并利用信号传递模型，论证得

出 “建立农村小微经济体信用信息平台，构建惩戒机制”的结论。

在对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研究中，李乐和周林毅 （２０１８）将数字普惠金融看作技

术进步，认为其通过减少技术无效率提升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詹韵秋 （２０１８）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量有抑制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促进作用。郝云平和雷汉云 （２０１８）

对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

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作用。张子豪和谭燕芝 （２０１８）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帮助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促

进作用，宋晓玲 （２０１７）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一致的的结论。

谷文哲 （２０１８）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金融科技的作用时指出，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面临着

较大机遇，金融机构要根据未来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趋势加大对网络金融的提前布局，将互

联网和物联网金融科技的方法论更加深入地融入城市金融的每一个环节，积极探索满足城镇化发展

需要的金融创新，推出适合于城镇化发展的新兴金融服务模式。

朱大磊 （２０１７）认为，银行通过利用大数据进行风控可以降低风险、赋能普惠金融的精细化、

精准管理，从而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体经营者。辛积金 （２０１８）研究了大中型商业银行普惠金

融事业部的建设机制等问题，指出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建设要实现 “数据化、智能化、网络化”，运

用 “供应链金融，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方式……提高客户风险防范能力和识别水平”。刘满凤和赵珑

（２０１８）通过构建博弈模型，验证了政府可以主动作为，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技术，组织各类型金融

机构、金融中介结构、法律机构、政府部门等构建统一的互联网小微企业融资平台，从而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任碧云 （２０１９）基于京津冀２１１４位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数字支付、投资、借贷、可得性等４

个维度与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实证结果显示，除投资维度外，其余三个维度

均对农村包容性增长有直接促进作用。

梁双陆 （２０１９）和李昀臻 （２０１９）以泰尔指数为因变量，以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一系列控

制变量为自变量，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

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边界时，莫秀根 （２０１９）在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① 中

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可能是有边界的：数字技术虽然能够迅速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但它并

没有改变金融服务的本质。它只是通过改良金融交易的各种要素，特别是降低交易双方的成本、增

加风险控制的有效性、改善市场竞争等途径来提高弱势群体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参与度，但数字技术

对金融市场各种要素的改善是有限的。因此，数字金融也有其局限性，需要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与

能力互补。

在进行数据治理研究时，张涛 （２０１９）通过借鉴美国的 《政府数据开放法》，指出我国也应当

借鉴国外的做法，加快制定类似法律，以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周歆 （２０１９）提出利用大数据进行

城市研究时，存在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可得性、个人隐私等问题，指出结合区块链加密

技术，构建以用户为主体的区块链个人信息集成系统，可以提高大数据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规避陷

阱，提升数据治理水平。张豹 （２０１９）指出了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治理有三个重点，分别是数据标

① 资料来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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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建立、数据质量的保证、数据隐私的保护。王韦雯 （２０１７）在研究个人征信问题时，提到了关

于信息主体权益的问题，指出应当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和使用。许朵 （２０１８）和万雅桢

（２０１９）在研究中都提出了关于数据安全的问题：首先，数字普惠金融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金融

欺诈事件频繁发生；其次，由于不同类型的信息整合难度较大，现有的征信体系并不完善；最后，

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导致监管漏洞带来威胁。

三、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研究

冯兴元 （２０１８）的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农村金融机构所提

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雷同化现象较为严重。从服务的种类及其与需求的匹配度来看……无法满足

现阶段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更是相距甚远。”这

说明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产品仍然与市场需求不能完全匹配，机构服务能力仍有很大提升

空间。高卫颖 （２０１８）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对小微经济体服务的盈利能力弱、信息不对称、经

营风险大等原因，虽有意愿进军 “蓝海”但专业能力略显不足。尹秀 （２０１８）通过对商业银行服务

县域小微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审批流程长、尽职免责机制等原因阻碍了服务能力的提升。针对传统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不足，刘满凤等 （２０１７）通过研究表明，“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小微企业融资平

台及融资机制能有效降低借贷市场中相关环节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促

进了有效借贷市场的形成，实现了借贷资源的高效配置。”

根据普惠金融需求多样性特点，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政府应着力打造满足中小微企业融

资需求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改革转型，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率和覆盖面；大

力发展诸如社区银行、民营银行等新型普惠金融机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

此外，鉴于普惠金融的独有特征，贝多广 （２０１９）指出，“中国推进普惠金融建设，最关键的

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可持续的生态体系，这比解决 ‘融资贵、融资难’更重要。这个生态体系归

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全方位，二是多层次，三是互补。”其中的 “全方位”是指各种类型的金融机

构、非金融机构要为各类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提供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支付、融资、保险、理财／资

产管理等金融产品；“多层次”是指各种类型机构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如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社

区银行对资金 “批发”与 “零售”的不同特征服务普惠金融群体；“互补”也就是各种不同规模的

金融机构、小贷公司、金融科技公司需要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与利用各自的比较优

势进行合作。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也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四、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普惠金融助力经济发展的研究，多数都是从某个具体方面进行研究，虽然

利用了很多数据进行详尽的实证研究，多数得出了普惠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经营主体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但前人的研究还有如下一些方面需要改进。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不够充分。虽然文献研究中有很多关于此方面

的研究，但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与全面。

第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有效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研究不够充分。之前的

研究虽然很多都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效率较传统金融服务高，但没有通过具体数据分析解决融资

中 “量”和 “价”的问题。

第三，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县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分析不够全面。文献研究多数集中于对产业

发展的实证分析，而很少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其他产业发展的融合与相互促进做分析，其他产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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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与金融的数字化事实上是相互促进的。

第四，对于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数字金融机构的合作分析较少。随着普惠金融服务规模的不断

扩大，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型数字金融机构不仅仅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本报告将就上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续深入挖掘，以期有进一步的发现，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

的理论支持。



第三节　报告的研究框架、方法、数据

为使研究更有效，本节将对研究框架、方法和数据选取做梳理。

一、报告的研究框架

本报告首先分析了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县域产业发展的背景，指出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随

后梳理了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了前人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尽完善，随后报告

利用一系列统计、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县域产业发展的作用，而且目前农村金

融服务的供给 “缺口”可以通过数字金融转型得以 “弥合”，并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非金融产

业和金融业的作用、新模式。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县域产业方面有其优势，但目前的发展中也

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若干政策与监管建议，最后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综上，报告的逻辑思路如下图６所示。

图６　报告的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主要涉及到如下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了解本课题相关研究动向。

访谈法：通过走访相关机构、专家，了解数字金融服务小微经济的模式、风控能力，数字金融

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等。

统计分析法：进行数字金融服务的宏观及微观作用研究时，通过对调查数据、统计数据的相

关、回归、因子等统计分析方法，找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

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传统金融服务与数字金融服务的比较完成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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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选取

本报告主要选用了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银行年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全国的普惠金融调研

数据、蚂蚁金服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地方调研访谈数据以及其他公开数据对文中涉及到的观点

进行论证，在涉及到数据分析的章节处会注明具体出处。



第四节　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农村金融
服务目标的有效途径

本节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确实有助于县域产业的发展，且对金融业的效率提升也具有

重要作用。通过提升效率，农村金融资源将有效服务本地，最后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做了总结，

指出其是县域普惠金融目标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一、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

以下我们将使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县域

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本报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变量选择上，使用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Ｇｄｐ）表示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情况，使用人均第一产

业增加值 （Ｇｄｐ１）、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Ｇｄｐ２）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Ｇｄｐ３）分别表示县域

三次产业的发展情况；使用前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Ｉｎｄｅｘ）、数字支付使用指数 （Ｐａｙｍｅｎｔ）

和数字信贷使用指数 （Ｃｒｅｄｉｔ）表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在进行回归时，分别控制了财

政支出规模 （Ｅｘｐｇｄｐ）、基础设施水平 （Ｔｅｌｅｐｏｐ）、农业现代化水平 （Ｍａｃｈｉｇｄｐ）、人口密度 （Ｐｏ

ｐａｒｅａ）、教育水平 （Ｓｃｈｐｏｐ）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Ｌｏａｎｐｏｐ）；同时控制了时间和个体效应，如表

１０所示。

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Ｇｄｐｉｔ＝β０＋β１Ｉｎｄｅｘｉｔ－１＋β２Ｇｄｐｉｔ－１＋β３Ｅｘｐｇｄｐｉｔ＋β４Ｔｅｌｅｐｏｐｉｔ＋β５Ｍａｃｈｉｇｄｐｉｔ

＋β６Ｐｏｐａｒｅａｉｔ＋β７Ｓｃｈｐｏｐｉｔ＋β８Ｌｏａｎｐｏｐ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Ｇｄｐｉｔ＝β０＋β１Ｐａｙｍｅｎｔｉｔ－１＋β２Ｇｄｐｉｔ－１＋β３Ｅｘｐｇｄｐｉｔ＋β４Ｔｅｌｅｐｏｐｉｔ＋β５Ｍａｃｈｉｇｄｐｉｔ

＋β６Ｐｏｐａｒｅａｉｔ＋β７Ｓｃｈｐｏｐｉｔ＋β８Ｌｏａｎｐｏｐ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Ｇｄｐｉｔ＝β０＋β１Ｃｒｅｄｉｔｉｔ－１＋β２Ｇｄｐｉｔ－１＋β３Ｅｘｐｇｄｐｉｔ＋β４Ｔｅｌｅｐｏｐｉｔ＋β５Ｍａｃｈｉｇｄｐｉｔ

＋β６Ｐｏｐａｒｅａｉｔ＋β７Ｓｃｈｐｏｐｉｔ＋β８Ｌｏａｎｐｏｐｉｔ＋ｕｉ＋ｖｔ＋εｉｔ

表１０　模型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Ｇｄｐ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区域生产总之／户籍人口 ３８８６５．８２ ３７６６５．５

Ｇｄｐ１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户籍

人口
５６３６．１０３ ４４６４．２１

Ｇｄｐ２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户籍

人口
１８７６８．６３ ２３７６１．８９

Ｇｄｐ３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户籍

人口
１４４６１．０８ １５６０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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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解释

变量

Ｉｎｄｅｘ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７７．３０ ２３．５３

Ｐａｙｍｅｎｔ
数字支付使用指数：衡量数字支付的使用笔

数、金额和活跃客户占比
５９．０６ ２６．３７

Ｃｒｅｄｉｔ
数字信贷使用指数：衡量个人和小微经营者

信贷使用的占比、金额和笔数
９３．８３ ３４．２４

控制

变量

Ｅｘｐｇｄｐ
财政支出规模：县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
０．３０３４２５９ ０．３４４４４４２

Ｔｅｌｅｐｏｐ
基础设施水平：县固定电话数量与人口数量

的比
１０５１．９６９ ９６８．６４２８

Ｍａｃｈｉｇｄｐ
农业现代化水平：县每百元农业产值消耗的

农业机械总动
０．０００７２２４ ０．０１８３７５５

Ｐｏｐａｒｅａ 人口密度：户籍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０．０３５４０４ ０．１７９５３８２

Ｓｃｈｐｏｐ 教育水平：县中小学生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 １１６９．６０１ ３７１．３９０５

Ｌｏａｎｐｏｐ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余额／人口数量
２５９８１．７２ ３５６４１．２３

（二）数据选择

本文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县区作为研究样本，剔除缺失样本，最终获得１７７２个县的观测值。

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支付使用指数和数字信贷使用指数等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人均区域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财

政支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数据来

源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 《县域经济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

结果１：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人均区域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第二产业增加

值、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数越高，县域总体经济和

三产的增加值都显著提升，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县域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根据控制变量

的情况可以看出，上期人均区域生产总值、县域的教育水平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支出规模、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如表１１

所示。

表１１　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产业发展关系

（１） （２） （３） （４）

变量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上期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５４．６１

（４．４２１）
２．５４０

（０．６６１）
９．２０９

（３．３０２）
４２．８６

（１．６９２）

上期人均区域生产

总值

０．３０５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２６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３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６８８）

财政支出规模
－１６３８５

（１３５７）
－１２１４

（２０２．８）
－８９２２

（１０１４）
－６２４９

（５１９．２）

基础设施水平
－０．０６８４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８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４６９

（０．１７７）
－０．２７９

（０．０９０５）

农业现代化水平
－２．７４６ｅ＋０６

（３６３５１６）
－７１７５８１

（５４３３０）
－１．０２８ｅ＋０６

（２７１４９２）
－９９９９９２

（１３９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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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变量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人口密度
－２２７．５

（３６７．２）
－２４．５１

（５４．８８）
－９４．９５

（２７４．３）
－１０８．１

（１４０．５）

教育水平
１４．２８

（０．５３２）
３．３２２

（０．０７９６）
４．８１６

（０．３９８）
６．１３８

（０．２０４）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００１９０）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０９５０）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４８７）

常数项
１００９２

（９８５．８）
１４８０

（１４７．３）
７６９２

（７３６．２）
９２０．１

（３７７．１）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结果２：数字支付使用指数对人均区域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支付使用指数对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上期数字支付使用指

数的分数越高，县域总体经济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都显著提升，说明县域数字支付的普

及对县域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数字支付与县域产业发展关系

（１） （２） （３） （４）

变量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上期数字支付使用

指数

１６．７９

（４．４１０）
３．９６５

（０．６４２）
－０．１５１

（３．２２３）
１２．９７

（１．８０５）

上期人均区域生产

总值

０．３４９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２６３）
０．１８３

（０．０１３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７３９）

财政支出规模
－１４７５７

（１３８１）
－１１８５

（２０１．０）
－８６０４

（１０１０）
－４９６８

（５６５．５）

基础设施水平
－０．４４９

（０．２４０）
０．２５３

（０．０３４９）
－０．１２３

（０．１７５）
－０．５７９

（０．０９８１）

农业现代化水平
－３．１５４ｅ＋０６

（３７１８２５）
－７０２０７０

（５４０９４）
－１．１２９ｅ＋０６

（２７１７４９）
－１．３２３ｅ＋０６

（１５２２０５）

人口密度
－２５０．７

（３７５．９）
－３２．９７

（５４．６８）
－９１．９４

（２７４．７）
－１２５．８

（１５３．９）

教育水平
１４．８５

（０．５４２）
３．３４１

（０．０７８９）
４．９２０

（０．３９６）
６．５９２

（０．２２２）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４３１

（０．００１８２）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０９１５）
０．０９７３

（０．００５１２）

常数项
９５２９

（１０３５）
１２８４

（１５０．６）
７７５６

（７５６．８）
４８９．２

（４２３．９）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结果３：数字信贷使用指数对人均区域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第二产业增加

值、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期数字信贷使用指数的分数越高，县域总体经济

和三产的增加值都显著提升，说明数字信贷在县域的推广对县域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如表

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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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数字信贷与县域产业发展关系

（１） （２） （３） （４）

变量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上期数字信贷使用

指数

５７．９２

（４．０８０）
３．７１５

（０．６１２）
１０．１７

（３．０７０）
４４．０４

（１．５３５）

上期人均区域生产

总值

０．２８７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７８９

（０．００２７１）
０．１７２

（０．０１３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６７８）

财政支出规模
－１６１０２

（１３４３）
－１２２９

（２０１．５）
－８８８５

（１０１０）
－５９８７

（５０５．１）

基础设施水平
－０．０４７２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７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４００

（０．１７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８８１）

农业现代化水平
－２．４６４ｅ＋０６

（３６２７６６）
－６８９０９９

（５４４４５）
－９７４４１３

（２７２９３２）
－８００１５１

（１３６４６４）

人口密度
－１９９．６

（３６４．３）
－２２．９９

（５４．６８）
－９０．１６

（２７４．１）
－８６．４６

（１３７．０）

教育水平
１４．２２

（０．５２８）
３．３０７

（０．０７９２）
４．８０１

（０．３９７）
６．１０９

（０．１９９）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１９０）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９５５）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４７７）

常数项
９９９５

（９７８．１）
１４６８

（１４６．８）
７６７２

（７３５．９）
８５４．４

（３６７．９）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二、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业的服务效率，促进金融资源回流乡村

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未能有效满足微弱经济的需求，更不能满足 “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需求，

而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促进农村金融资源的回流。

（一）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未能充分服务本地

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目前还未能有效服务本地，资金外流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对乡村的

产业振兴是较大的掣肘。这一现象在各类金融机构都有体现，限于数据可得性，仅就农业银行与邮

储银行的公开数据进行讨论。

１．农行的县域存贷比远小于县域以上①

作为国有商业大型银行，如图７所示，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农业银行的三农贷款占比为

３３．７８％，作为原先定位于服务三农的国有大行，这一比率较低。

其次，从存贷比的比较来看，县域以上的存贷比为０．８１，而县域存贷比只有５６％，可以看出

县域的存款被用于其他业务，如投资、资金业务等，至少可以说，本地的资金并没有直接流入当地

的产业。

２．受制于历史原因，邮储银行的涉农贷款占比较低②

邮储银行作为另一定位于县域金融服务的国有大行，其服务县域的效率并不高。其营业网点覆

盖了中国９９％的县域，而网点中的７０％，即２．７７万个位于县域，可以看到其吸收的存款多来自于

①

②

数据来源：农行年报。

数据来源：邮储银行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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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农业银行的存贷比、三农贷款占比 （单位：％）
　

县域。但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①，如图８所示，其２０１８年底总的存贷比只有４９．６％，远低于其他

商业银行，其中涉农贷款占其总贷款比例也只有２７．１％，服务三农的力度不足。

图８　邮储银行的存贷比与涉农贷款占总贷款比例 （单位：％）
　

（二）资金未能有效服务主要是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不高所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行服务农村尤其是农业与农户的激励较低，资源未能有效服务农村本

地。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结果呢？

首先，这种现象与农村金融业务的收益率不高有关系。限于数据可得性，仍以农业银行为例。

如图９所示，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农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其农村金融业务的资产收益

率②，由于总资产收益率是县域以上和县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可以推断作为最优比较对象，县域

以上的收益率更加明显高于县域，这造成了其服务三农的动力不足。

再次，造成资产收益率不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涉农不良贷款率较高。如果考察所有行业的银行

贷款不良率③，如图１０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行业中，不良贷款率长期处于最高的是批发零售

业和农林牧渔业，而这两个行业都是农户、小微企业最集中的两个行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２０１７

年底，农业的不良贷款率为４．４％，仅次于批发零售业。不良率较高会导致银行的风控难，运营成

①

②

③

邮储原先从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主要作为支持城市的转贷款项，很长一段时间内 “只存不贷”。

由于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因此已经将各种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因素计算在内。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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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企，因此导致 “不愿贷”的局面。

图９　农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与县域三农业务资产收益率 （单位：％）
　

图１０　分行业不良贷款率 （单位：％）
　

再从各类型银行的总体不良率与涉农不良率①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发现其涉农贷款的不良率

远高于总体不良率。如图１１和１２所示。

图１１　银行的涉农贷款不良率
　

①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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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银行总体不良率
　

最后，造成资产收益率不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较低的贷款利率水平①。由于涉农贷款的平均

利率数据的可得性较差，在此我们以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作为近似的替代。这是因为，从图１０中

可以看出，由于批发零售业和农林牧渔业的不良贷款率均较高，风险特征相似，因此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可以假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与涉农贷款利率基本一致。

图１３　２０１８年小微企业、民间融资贷款利率 （单位：％）
　

从图１３中可以看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２０１８年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６％左右，由此可以推

测涉农贷款的利率也基本类似。而由于全部金融机构的涉农不良率在３．６％②，如果加上２％资金成

本，即使不考虑银行涉农业务较高的运营成本，开展小微企业贷款或涉农贷款业务已经基本处在盈

亏平衡点处。

一方面，相比于较为市场化的温州民间融资、小贷公司的利率 （二者均在１５％左右），虽然小

贷公司相较于银行的融资成本较高，但风险也较大，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银行的涉农贷款的盈利水平

并不高，即使有盈利也是财政、税收的补贴与优惠较大，另一方面，与其他业务相比，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涉农贷款风险高、收益低，内在激励明显不足。

农村商业金融的政策性较强导致了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金。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国

的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村的商业贷款市场仍然以银行为主，但由于银行的农村金融业务的资金价格由

于政策性较强，从而利率较低，同时不良贷款率较高，虽然有众多的货币、财税政策补贴与优惠，

但总体而言资产收益率较低，导致了资金未能有效服务本地，甚至外流到别的地区寻求更高的收益

率。这也是传统农村金融服务的核心问题所在：市场价格机制未能发挥作用，导致了金融服务资源

未能流向 “三农”。

①

②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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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数字金融能力可有效解决农村金融的效率问题

１．县域普惠金融服务的供需 “量”的缺口依然较大

利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ＣＡＦＩ）在浙江省１４个县获得的小微企业调研数据①，结合相关统

计数据，推算出全国县域小微企业对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供需缺口为１６．７９万亿元②。由于浙江省

是我国小微与民营企业发展与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地区，这一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见我国的

县域金融服务仍然有相当的 “缺口”。

２．银行由于供需 “价格缺口”未能满足融资 “量的缺口”

小微企业融资供需 “总量”缺口的存在，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供需由于农村贷

款的风险较高，但目前的资金供给价格较低，从而无法达成市场交易。由于我国经济处于 “新常

态”，经济增速会放缓，需求方可接受的资金价格水平会保持长期稳定甚至下降，因此只有供给方

通过各种方法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价格，才能达成市场交易，从而提升自身的盈利空间。

３．县域小微企业可接受的资金价格为年化８．４％

从资金需求价格来看，根据浙江１４个县２７３０家小微企业需求方数据的分析，需方的资金加权

价格为年化利率８．４％，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３７％的市场小微主体愿意接受高于８．４％的价格。

４．目前银行可以１１％左右的市场价格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通过各种数据来源，我们可以测算目前银行总体上可为小微企业提供的 “市场化”利率水平。

首先，小贷公司的资金加权平均出借利率水平为１５．１％③。这一水平与央行、银保监会在 《中

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 （２０１８）》中的小贷公司融资利率 “１５％”高度一致，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以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作为 “市场化”的小微企业贷款有其合理性。传

统的小贷公司多集中在县域，服务于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互联网小贷公司的客户群体也多为个

人、小微企业等，业务以市场化为主，政策性补贴、税收优惠较少，因此其价格水平有典型的市场

化价格含义。

第三，通过小贷公司与银行的比较分析，银行目前可以１１．１５％的年化利率提供市场化服务。

一般而言，金融机构或企业为小微经济体提供的资金供给价格包含机构的资金成本、运营成

本、风险溢价、适当的利润率４个部分。假设在运营成本、风险溢价、适当的利润率上，银行与小

贷公司无明显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两者的资金成本。

根据对４００家小贷公司的调研数据，我们可以测算出小贷公司的加权平均融资成本为６．３％④。

而银行的资金成本测量我们选取了 “全部计息资产的平均付息率”指标⑤，根据对３７家银行的

２０１８年年报数据进行统计，得出银行的平均资金成本为２．３５％⑥。

由上述数据及假设，可以测算出银行的市场化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小贷公司利率－ （小贷公司

资金成本－银行资金成本）＝１５．１％－ （６．３％－２．３５％）＝１１．１５％。

第四，目前供需的价格缺口约为２．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行愿意提供的市场价格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ＡＦＩ于２０１７年在浙江省的１４个县区对２７３０户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对象包

括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群体，这与官方统计口径一致。

具体测算过程可参看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这一数据是根据中国小贷公司协会与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ＣＡＦＩ）２０１８年对全国４００家小贷公司的问卷调研数据得到的。

这４００家公司包含传统线下小贷公司与互联网小贷公司，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一般有较大借贷余额的互联网小贷平台其综合利率

较低，而且随着其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会拉低加权后的市场利率，因此我们认为市场价格水平在１５．１％有其合理性的。

具体测算可参见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

该指标为资金加权平均成本。

如果加权平均，该指标值会低于２．３５％，因为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普遍低于２％。



第四节　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目标的有效途径 ２５　　　

１１．１％，而需求方的意愿资金平均价格为８．４％，二者之间的缺口为２．７％，这种缺口造成了供给

的不足。

最后，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结果，２０１８年底，普惠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资金价格为

７．０２％。如果我们将供需双方的价格水平放在一起，可以测算出多个供需主体之间的价格缺口。如

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小微企业信贷市场价格 （单位：％）
　

５．银行可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填补供需缺口

从上述对供需双方的分析，可以看出，银行为县域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但目前的能力

“稍显不足”，造成了 “价格缺口”，从而形成了较大的 “融资量缺口”，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

数字化转型。

如图１５所示，以净息差为例，传统银行与新型互联网银行 （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的盈利

水平差异较大，两个互联网银行的净息差分别大于各类传统银行平均值１．８及３．３个百分点①。

图１５　互联网银行与传统银行的盈利水平 （单位：％）
　

这种盈利水平的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其中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最直接的因素是二者金融科技

水平的差异，如果银行可提升科技水平，则其利润率水平可明显提升，如果以网商银行作为基准，

其净息差可提高３．３％ （＝５．４％－２．１％），由于从事 “普惠金融”服务，维持原先的商业可持续利

润率即可，于是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价格可进一步降低，也就是：

银行的市场化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小贷公司利率－ （小贷公司资金成本－银行资金成本）＝

１５．１％－ （６．３％－２．３５％）－ （５．４％－２．１％）＝７．８５％。

可以看出，相比于需求方 “８．４％”的价格水平，价格缺口已经完全消除。那么图１５就可以修

改为如下图１６的情况。

图１６　银行可通过提升科技能力服务于小微企业需求
　

① 网商银行２０１８年的净息差为５．４％，微众银行为３．９％，而２０１８年所有银行样本的净息差为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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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治理结构、设置专营机构、融资渠道、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提升均可提升服务效率，进一

步降低价格水平，但由于数据可得性及研究重点问题，在这里只做定性分析。

综上所述，银行完全可通过普惠金融的服务转型，满足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群体的融资需求，

同时实现商业可持续，不良率完全可以控制在商业可持续的水平，并带来增量利润，银行应当积极

拥抱普惠金融，服务 “三农”与小微企业。

三、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县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分析

随着中国 “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等旨

在推动 “三农”发展的经济与金融政策的推进，中国 “三农”的现代化正在向 “数字化”、 “网络

化”、“智能化”趋势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边界也正在逐步随着 “三农”的

“数字化”和 “网络化”得到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将在助力县域产业发展方面带来至关重要的推动

作用。

（一）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普惠金融可相互促进

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比逐年增长，如表１４所示，２０１８年占比已达３４．８％，数字化转

型正在成为地区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表１４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数字经济总量 （万亿元） 在犌犇犘中的占比 （％）

２０１６ ２２．６ ３０．５

２０１７ ２７．２ ３３．１

２０１８ ３１．３ ３４．８

但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问题，即主要分布在较发达城市，三线以下城市以及县域以下农村

仍呈欠发展状态。中国各县域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尤为突出，８４％①的县市均已明确提出将发展数字

经济作为未来转型的主要方向。县域政务、电子商务、制造业、农业、物流、医疗等各个行业的数

字化与信息化，将对县域产业发展的效率提升、新业态与新动能的培育、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当

地居民的收入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县域产业总体的数字化程度较低，积极进行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是县域避免落入新的 “数字鸿沟”的不二之选。

县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相互促进。产业的数字化为数字金融提供决

策信息，而金融服务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各方面的服务，提升包括电商、

农业、交通、物流等各个产业数字化水平，同时也提升金融业自身的效率。以下将分别从促进非金

融产业、金融业发展两个方面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二）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县域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县域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１．为农村电商提供交易担保和信贷资金

近年来，电商平台为地方特色农产品开拓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销售渠道。在本课题所调研的陕

西宜君县、湖南平江县、安徽全椒县及金寨县，为了扶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县域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均已建成并开始规范运行，为县域电商免费提供办公场地、部分办公用品及农产品上行等电商培训

①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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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电商可以从平台生态体系内的数字金融机构，如网商银行、京东金融、苏宁金融直接得到交易

担保与信贷支持，这对于电商交易的促成与流动资金、规模扩大均有非常大的助益。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数字金融机构为农村电商提供交易担保和信贷支持
　

２．促进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产品质量提升和农业升级、其他产业升级

金融科技与农业科技可以相互促进。金融科技需要采集农业信息，如农产品的生长情况、病虫

害、定位信息等，从而预测农户收入，进而授信；农业科技机构可以通过技术为金融科技机构提供

信息从而获得服务费收入，带动其成长。

此外，农户为获得更高额度的授信，必须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可溯源、标准化，这会提高

物联网等其他农业技术的应用，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如图１８所示。

图１８　金融科技与农业科技相互促进
　

除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外，移动支付、数字小贷等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在智慧城市、电子政务、交

通物流、保险业、其他产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三）助力县域金融业获得高效发展

１．推进县域信用体系建设

从上文中的表６可以看出，互联网银行的客户群体多属于 “信用白户”，是首次进行银行贷款，

客户有了 “首贷”后，根据其还贷行为就产生了金融信用记录，而这对于推进县域信用体系建设非

常有益。

２．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数字风控能力

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能力较弱，信贷资产不良率较高，而领先数字金融机构的普惠金

融业务能力最强，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风控能力，积

极进行数字化转型。转型的路径可以用下图１９表示。这３条路径都可以选择，但与互联网银行合

作可能是较好的路径。

３．促进形成良好的县域金融生态体系

互联网银行进入县域后，将促进县域良好的金融生态体系加快形成。第一，增加普惠金融服务

供给；第二，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形成互补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倒逼其提升自身

的服务与数字风控能力。例如，蚂蚁金服在河南内乡县开展县域数字金融服务后，形成了一定的

“鲶鱼效应”。当地农商行的线下业务开始向 “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转变，陆续推出了 “内乡快

贷”、“牧原快贷”等产品，促进了其数字风控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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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第五节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县域产业的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县域，可以从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和助力县域金融产业发展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数字金融助力县域非金融产业发展

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业就有不同的模式。

（一）纯线上与线上线下相结合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划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县域的模式主要有纯线上与线上线下相结合两种

模式。

（二）根据数据精准度和强度不同划分的三种模式

根据数据精准度与信息强度的不同，可以将数字普惠金融的县域服务模式分为如下三种：

１．基础型：数字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县域小微企业或农户

该模式的主要参与机构有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苏宁金融等金融科技公司，近年来一些农村金

融机构，如浙江农信也开始在当地推行这种业务模式。这些机构依托于其生态体系内的淘宝、天

猫、京东、苏宁云商、丰收家等电商平台，对有良好的行为信息、营收信息的个人、小微企业、农

业产业经营者进行授信。

基础型的数字金融服务由于所掌握的信息维度不多、信息强度较弱，一般情况下其准入比例和

授信额度不高。

以蚂蚁金服为例，该模式下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县域内的个人、小微企业、农户和个体经营者。

目前在县域以下覆盖了４０％左右的个人用户，对其中符合相关准入条件的用户，蚂蚁金服为其适当

预授信。但用户的准入条件较为严格，需要其包括电子支付数据在内的多维度守信数据，并且数据

量占个人有效数据比例较低，因此其准入比例、授信额度等均低于城市居民。

对于县域非农小微企业，蚂蚁金服服务到的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淘宝、天

猫等平台上的阿里系电商，由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对其提供信贷服务。另外一类是使用支付宝

二维码收款的 “码商”。“码商”通过支付宝的电子收款积累了很多营收的流水信息，数据积累到一

定程度即可获得蚂蚁金服提供的信贷支持。

２．加强型：数字金融机构＋政府＋农业产业经营者

该模式的主要参与机构是蚂蚁金服。当然，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金融机构也开始逐步意识到

县域数据风控模式的重要性，逐步开始推行线上的数据信贷。研究人员在陕西宜君、安徽金寨了解

到，由当地省联社搭建的手机银行业务也于近期开始推行数字信贷。

在此模式下，由于涉农数据维度较多，加上蚂蚁金服自身平台已有的行为数据，可以为服务对

象提供较大额度的授信，同时授信范围也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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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下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提供了农业生产基础数据的农业产业经营者。以蚂蚁金服旗下的网

商银行为例，网商银行通过与县政府签约，在县域提供 “互联网＋城市服务”，在提供智慧政务、

民生服务的同时，也在支付宝内开通针对当地农户的普惠金融申贷入口。县级政府将在行政行为和

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例如土地确权、流转信息、新农合保险、农业保险等，统一输入网商

银行协同当地政府建立 “专属授信风控模型”（数据权属仍属于当地政府和居民，蚂蚁金服相关风

控模型严格遵守数据使用法规），网商银行据此为当地农户提供更广泛、更精准的数字信贷服务。

２０１８年６月，网商银行启动该项金融创新业务，目前已落地２４个省份，覆盖超３００个县域，

向全国超过六分之一的县域提供服务。

３．升级版产融结合模式：数字金融机构＋农业科技机构＋种养大户

该模式的主要参与机构是蚂蚁金服、京东数科等机构，通过将金融科技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

可以为种养殖大户提供较大授信额度的支持，同时向农业技术机构提供服务费，可以一定程度上带

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安徽全椒县调研过程中，网商银行通过与大地量子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了

“农业科技＋金融科技”这种面向种养殖大户的金融服务，这可能是未来数字金融服务在农业产业

中的发展方向之一。

以调研过程中蚂蚁金服的案例为例，这是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阶阶段。该模式将遥感技

术、物联网、农业科技等引入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可以利用这些技术产生的农业数据，如病虫害、

作物生长情况等信息对农产品进行估计产量，然后结合市场价格等信息，估算农户的收入，从而对

农业大户进行更精准的大数据风控和预授信。

蚂蚁金服农村产业金融模式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探索，初期以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的上游种植、养

殖户为主要服务对象。考虑到该模式覆盖范围有限，２０１８年起该模式通过科技方式扩容，进入２．０

阶段，有潜力更精准匹配智慧县域中占比较高的种植、养殖大户的金融需求。升级版的新产融模式

推出了玉米、高粱、小麦、水稻等主粮风控模型和棉花、大豆等大田风控模式。当种粮大户发起预

授信申请时，上述科技模型可以快速地对人、地、作物进行关联，做出智能预授信判断。具体来

说，智慧县域数据可确认其身份和准确的实种土地信息；卫星遥感数据可以即时定位到其土地图

片；光谱识别技术可以确定土地上作物种类、生长状况；风控模型最终根据以上情况进行经济收益

分析，给出预授信额度。目前，新产融模式在种植业方面正在开发水果、蔬菜、茶叶等风控模型；

在养殖业方面已初步建立肉鸡、肉鸭、生猪、奶牛等多个行业风控模型。

二、助力县域金融产业发展的两种模式

在助力县域金融产业发展上，领先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通过联合贷款与金融科技技术输出２种

模式，赋能农村金融机构。

１．联合贷款：数字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县域产业经营者

数字金融技术领先的机构，如蚂蚁金服、微众银行、新网银行等，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合作，

提升双方的盈利水平，同时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风控水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业融资

成本①。

在安徽全椒县与金寨县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蚂蚁金服上述３种农村产业金融服务模式均对地方

商业银行开放。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业务的合作机构已超过５０家，涉及的城商

行、农商行超过２０家，村镇银行近３０家。目前，已有超过２０家合作机构正式上线展业。

① 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相对互联网银行一般较低，在３％以下；而根据调研访谈资料。互联网金融机构，如网商银行的

资金成本在５．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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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银行从２０１７年起开始与蚂蚁金服合作，蚂蚁金服在账户体系、风控能力、数据处理

等方面对桂林银行进行科技赋能，桂林银行发挥社区金融的优势，帮助农户实现在线数据积累、完

善用户画像，得到更合理的授信和贷款服务。据了解，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桂林银行和蚂蚁金服合

作的 “旺农贷”产品，已经累计放款超过３０亿元，服务农户超过１０万户。

２．科技服务模式：数字金融机构＋县域小贷公司＋县域产业经营者

在与地方商业银行合作之外，蚂蚁金服还通过科技赋能、资金支持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部

分小贷公司服务 “三农”。中和农信是国内起步早、发展较为成熟的农村金融业务型小贷公司，蚂

蚁金服近年采取大额出资、科技支撑等方式放大其服务 “三农”的能力。此外，蚂蚁金服近期还采

取科技平台搭建、风控模型搭建、智能风控能力建设等科技赋能方式，支持多家合作小贷公司服务

农村客户或县域小微企业。



第六节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县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的发展模式也较为清晰，但在实践过程

中，还存在如下一些影响其快速发展的问题。

一、“三农”的数字化程度不高导致数字金融服务的授信不足

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体业务中，数据化的深度和精准度与信贷效率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从

蚂蚁金服提供的９个签约智慧县域信贷指标变化数据，可以发现，该服务实施半年至一年后，各县

的各项信贷指标上升明显其中。只有越精准的数据，才能带来精准的授信以及授信额度的提升。如

表１５所示。

表１５　蚂蚁金服实施县域普惠金融服务的情况

序号 省 县
上线后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相对上线前各指标增长率

上线时间 累计放款人数 累计放款金额 余额客户数 贷款余额

１ 陕西 洛川县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６６．８％ １７７．６％ １０７．６％ １０８．２％

２ 山东 曹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９２．２％ １１５．３％ ８８．４％ ９６．０％

３ 山东 五莲县 ２０１８年８月 ２７６．４％ １６８．４％ ２５２．０％ １７２．０％

４ 山东 成武县 ２０１８年８月 ２１７．８％ １４１．９％ １７７．７％ １３９．３％

５ 河南 内乡县 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３９．５％ ２２５．０％ ５８．５％ ６５．２％

６ 河南 兰考县 ２０１８年５月 ５２９．４％ ２８４．５％ ４５４．７％ ２６７．２％

７ 安徽 全椒县 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１３．０％ １６６．４％ １６１．９％ １４０．４％

８ 安徽 金寨县 ２０１９年１月 ６９．８％ ５４．７％ ４９．５％ ４７．４％

９ 广西 全州县 ２０１８年９月 １９３．３％ １１６．６％ １５１．３％ ８２．７％

但目前我国县域的数字化程度普遍不高，这就形成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

１．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可能会带来 “数字 （普惠金融）鸿沟”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给各地带来 “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 “数字鸿沟”。“数

字鸿沟”在过年多年里体现为我国东部省份拥抱数字经济速度快、程度高，而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

济水平较低。尽管随着近年西部省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及移动支付等的普及，东西部省份和城乡

之间的 “数字鸿沟”有所弥合，但一种新的 “数字鸿沟”可能正在形成，即各省和县域由于重视程

度不同带来的差异①，以及由于产业主体 （尤其是农业和农户）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同带来的重大差

异。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转型较快的县域，由于其产业和居民的数字化程度较高、对接程

度高，得到的金融服务供给量就更大、更高效和可持续。

① 如贵州省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其ＧＤＰ增速在近１０年来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间，其年化增速为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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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三农”的数字化程度不高，数字农业基础不成熟，数据归集和利用水平不足

数字农业的发展刚刚起步，物联网技术、３Ｓ技术等智慧农业技术在多数县域处于初步试验阶

段，未能广泛利用，从而使得农业数据的信息化非常困难。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的数字

化程度不高，这都导致了 “三农”数据的信息化不足，从而带来了数字授信的困难。

“三农”数字化水平的高低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起着基础作用。但目前 “三农”数据的归集

和利用还很不足。例如，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信息、农业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户籍信息、

农业保险等，上述数据如果可以进行有效归集并通过数据安全加密技术，在授权的前提下使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水平。

３． “三农”数据平台建设与运营可持续性不足

县市发展数字经济存在诸多短板，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短板尤为突出，仅有不到２０％的

县市建有公共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①。近年来一些县域的数字产业基础有所发展，但数据的归集与

使用严重不足，数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不规范，即使建成了数据平台，但由于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不

清晰，行政成本过高，导致了很多平台的运营不可持续，出现了很多 “死库”，无法发挥数字普惠

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４．政府数据治理能力不足

数据治理能力，涉及到 “三农”数据资产权属界定、合理与安全使用、数据资产价值创造等多

个方面，但县域政府目前的数据治理能力较弱，缺乏顶层设计，经常由于担心数据安全问题而将所

有数据闲置，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数据可否使用非常关键之处在于合理划分数据类型。目前来说，根据数据的产生来源，可以将

数据分为个人数据、企业经营数据、产业生产数据、（可通过现代农业技术获得的）自然数据 （如

农作物、牲畜生长数据、蔬果生长的温度、湿度数据、病虫害数据、自然灾害数据）。

不同来源的数据对安全性的需求不同，如个人隐私数据由于涉及到人身、财产问题，安全要求

较高；而自然数据很多是必须披露的，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时候还要求溯源，这些数据通过现

代技术如遥感技术等获得，可以合规使用；有些数据，如企业经营数据，在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合

理使用。

二、作为县域金融主要提供商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能力不足

县域的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但其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不高，非常重要的原

因在于其数字金融能力不足。由于规模小、可投入少、与产业科技对接少，从而导致其产品创新

不足。

１．农村产业振兴的金融服务主体是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

一直以来，对于哪类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多有争议，这需要对涉农贷款的结构进行具

体的分类分析，如表１６所示。

表１６　中资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结构 （单位：亿元，％）

金融机构类型 农业 占比 农户 占比
农业、农户外

其他涉农贷款
占比

全口径

涉农
占比

大型银行② ６４１９ １６．３ ３２４１２ ３５．１ ７８９９９ ４０．５ １１７８３０ ３６．１

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 （２０１９）》。

大型银行是指六大行加国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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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金融机构类型 农业 占比 农户 占比
农业、农户外

其他涉农贷款
占比

全口径

涉农
占比

中型银行① ２６１８ ６．６ １８４７ ２．０ ７２７６８ ３７．３ ７７２３３ ２３．６

农村金融机构② ２８１５６ ７１．４ ５４０４３ ５８．５ ２０９７９ １０．８ １０３１７８ ３１．６

其他小型银行③ ２１１３ ５．４ ３８５６ ４．２ ２１２２３ １０．９ ２７１９２ ８．３

财务公司 １１８ ０．３ １６４ ０．２ １０９１ ０．６ １３７３ ０．４

合计 ３９４２４ １００．０ ９２３２２ １００．０ １９５０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６８０６ １００．０

从表１６中可以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以全口径涉农贷款而言，大型银行的占比最大，为３６．１％；农村金融机构次之，

为３１．６％。

第二，以服务农村产业和经营主体的农业和农户贷款而言，农村金融机构占比分别为７１．４％

和５８．５％。

第三，以农业、农户外的其他涉农贷款而言，大中型银行分别占到了４０．５％、３７．３％，二者之

和将近８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其他涉农贷款主要是国开行、农发行、大型银行所支持的基础设施、

大型项目等，虽然这些设施和项目与微弱经济体的福祉息息相关，但它们与乡村产业振兴主体的相

关度并没有农业和农户贷款高。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农村产业振兴的金融服务主力军依然是农商

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而事关农村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相

关的其他涉农贷款则主要由大中型银行提供，二者相辅相成，并没有孰重孰轻的区别。

２．用于金融科技的投入少

县域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能力不足，这是由于其自身的可投入资金、县域人才资源、科技投入

等不足，依靠单个法人机构的力量无法实现有效的能力提升。如表１７所示。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各类金融机构金融科技资金募资／投入

机构名称 ２０１８年募资额／金融科技募资／投入额④ （亿元）

蚂蚁金服 ９１０⑤

百度金服 １３３⑥

大型银行 ８７．３

股份制银行 ３３．７

城商行 ３．０

农商行 １．６

３．与农业科技及其他产业科技结合少，产品创新不足

传统金融机构虽然也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技术，但与农业和其他产业科技机构合作较少，导致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产品较少。农业科技与金融科技的结合可以用于数字信贷，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还可用于数字保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型银行包括农发行、口行及９家股份制银行、３家城商行。

农村金融机构是指农商行、农合行、村镇银行、农信社。

其他小型银行指３家股份制银行 （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除３家中型银行外的其他城商行。

大型、股份制、城商行、农商行数据为２０１８年金融科技投入的平均值，数据来自银行年报。

募集资金金额，这一募集资金是在未来几年中运用，而且并非完全投入在金融科技发展中。

２０１８年募资金额，这一募集资金是在未来几年中运用，而且并非完全投入在金融科技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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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县域金融服务受限于较小的资产规模

新型互联网银行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商，是目前效率最高、商业可持续最好的数字

普惠金融服务提供商，小微、县域客户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但由于成立时间短，虽然成立的近５年

相继盈利，但还没有经过完整经济周期的验证，因此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处于适度鼓励阶

段。作为普惠金融业务风控能力最强的银行，其资产规模依然偏小，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也制约

了其农村金融服务的规模，如表１８所示。

表１８　２０１８年主要互联网银行的规模分析

净利润 （亿元） 总资产 （亿元）

商业银行总体 １８３０２ ２０３３５５６

农商银行 ２０９４ ２４９２８６

主要互联网银行 ３５ ３５２０

互联网银行占商业银行比 （％） ０．１９ ０．１７

互联网银行占农商银行比 （％） １．６７ １．４１



第七节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综合本报告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适合县域产业发展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只有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才能最终有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而一个良好的

生态体系需要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信用体系、农业政策性融资担保、法律

体系、指标体系等。

第二，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组织与产品体系。

如上述分析，农户、产业经营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变化催生了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金

融服务，这就需要完善农村金融的组织和产品体系。农村金融之前主要聚焦于信贷与储蓄，而现在

的金融服务则客观上要求有保险、信托、期货、担保、直接融资等多元化的产品。同时还需要机构

的多元化，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的客户，需要有大中小型银行、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

机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信托公司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中长期内，还需要多层次的金融市场。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因此其对金融

服务的规模、质量要求不同，因此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如多层次的股票、债券、产业投资基金

市场，大中型银行、小型银行、小贷公司共存的信贷市场等。

此外，产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综合化。很多时候，某一类型的群体还需要多个服务商同时

提供服务，如 “保险＋期货＋银行信贷”，就是运用 “保险＋期货”作为收入稳定器，而后银行利

用较为稳定的收入提供贷款的产品，这一方面需要各种机构共同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机构提

供综合性服务。

第三，高效的监管与政策支持体系。良好的农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更需要有高效的监管和财

政、货币政策支持体系，以维护市场秩序，激励真正发挥支持乡村产业振兴作用的金融机构。

二、夯实县域产业的数字化基础，推动三农 “数字化”顶层设计的具体实

施，避免新型 “数字鸿沟”

第一，推进县域产业的数字化基础，避免新型 “数字鸿沟”的扩大。推动县域尤其是乡镇一级

的高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县域产业主体运用现代数字农业技术，如物联

网、３Ｓ技术，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可溯源、农业数据的信息化。

第二，在顶层设计方面，建议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同步对 “三农”数字化提出

规划的具体实施，补上 “三农”数字化相对落后的短板。要推出具体措施提升县域政府的数据治理

能力，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合理分类与有效使用，使数据变资产，使资产创造价值。

第三，推动 “三农”数据的有效归集和适度共享，提升其利用水平。对一些基础性数据，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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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权、流转信息、农业补贴、合作医疗、户籍、农业保险等，可通过数据安全技术提供给合规的

金融机构规范和合理地使用。

第四，加快 “三农”数据平台的建设与可持续运营，以及平台数据的定期更新。在保证数据规

范使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可持续运营。

三、鼓励金融机构基于各自优势进行合作，利用数字金融技术创新金融

产品

第一，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积极运用数字金融技术，扩大普惠金融供给，逐步提升纯信用贷款的

比率。

第二，推动新型互联网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基于各自优势进行联合放贷与技术输出，提升信贷

可得性与县域金融机构的数字风控能力。

第三，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将金融科技与农业科技结合，创新金融产品。如基于 “农业科技＋金

融科技”的 “数字保险”、“数字保证保险信贷”等产品。

四、拓宽融资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是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务，但效率最高的互联网银行受制于规模小，其普惠金融服

务供给不足。同时，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作为单个法人机构也

非常有限，导致其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资金规模和金融科技投入都有限，妨碍其充分发挥服务乡村

的作用。

政策制定机构与监管部门可在精准考核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绩效基础上，适当拓宽这些金

融机构的融资渠道，以补充其农村金融服务的资本金，降低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也可考虑设立

农村金融专项融资政策，降低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缓解农村产业的 “融资贵 “问题，更好地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



第八节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本报告研究与撰写过程中，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与分析，但对未

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应当结合目前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技术的发

展、数字治理、金融消费者能力建设等重点问题加以深入挖掘与研究，这都是未来对数字普惠金融

助力县域产业发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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