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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涉农金融的发展核心是建立起相应的市场化金融体制。本文基于市场化经济原理对涉农金融机制建设中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通过供求关系的细化和拆析，明确了涉农金融机制建设的根本在于解决节约
信息成本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就大数据技术在涉农金融对应的节约信息成本的各种机制建设中的应用模式进行了
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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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key in relation with the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marke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principle of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expounded that the
source was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cost through refining and breaking up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involved agricultural financi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herefore, we also studied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s in saving cost
mechanisms based on a big dat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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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经济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通过改变城
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收入结构来逐步推行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1]，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
是确保未来中国经济顺利完成“新常态”转变的必要条件。
“三农”问题的存在事实上是社会结构、权利结构和经济结构等三方面设计所共同造成的，而在
改变这一结构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式性要件。近年来提出的“普惠金融”
概念范畴中对农业和农村相关的金融服务机制的建设要求是通过市场经济模式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突破的重要途径[2,3]。即便“普惠金融”本身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的政策性因素，但考虑商业化的
市场运作和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势在必行，而其中尤以重要的是确保市场运作的主导地位——若
市场运作的机制本身存在较大缺陷，则公共政策的实际效率将必然遭遇损失。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将重心放在现阶段市场技术和市场结构基础上的商业化涉农金融机制，力
图对现行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涉农金融的机制效率进行一定的理论剖析。

1

“三农”与金融供给困境

“三农”问题即是指农村、农业、农民等三个层面的社会经济问题，若单纯将其涵义的经济内核
提取出来则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品市场、农村消费市场和农民的生活市场。其中农民的生活市场包含
的内容过于广泛，不仅包括其基本生活消费，而且包括居住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与卫生等内容，
由于后者收到现行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影响较大，仅仅希冀通过经济和金融条件的改进促进其生活
水平的全面改善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中对于“三农”问题的规范性目的将集中在农业生产
和农村消费的基础上。
即使考虑到户籍制度相关的住房、教育、医疗与卫生等问题，我们依然可以将农村的消费单独
拿出来进行分析，但这将主要局限于社会分隔基础上的农村或乡村领域，对城市领域不具有普适性。
此处的分析将是以农村的预算约束为基础，其预算约束特征相对于城市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至
收稿日期: 2016-10-20
修回日期: 2016-11-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 P2P 金融的市场微观结构研究-基于经济网络分析的方法(71503165)
作者简介: 米晋宏(1986-),男,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金融体制研究工作. E-mail:mij@fudan.edu.cn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mij@fudan.edu.cn
数字优先出版:2016-12-04 http://www.cnki.net

·95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7 卷

关重要的在于农村的预算约束中所能包含的资产性财富相对较少。
住房、土地等资产由于变现能力极差，我们并不能将其作为金融资产的一部分，因此这部分财
富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使用价值，其价值只存在于劳动的再生产，而不能作为资本。在这一方面来
说，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投入和农村消费中所需的期限转换就只能通过金融活动来进行满足。
现阶段中国的金融供给结构中，能够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基本来源于银行业金融机
构。这与美国的农村金融的多元化模式有较大的差别[4]。美国的合作金融机制相对较为发达，且政
策性金融也是处于相对独立于商业化金融的模式[5]。而中国的涉农金融供给几乎完全依靠银行业金
融机构进行发放，其中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在名称上挂有“合作”的字样，但本质上可以定性为经
营范围和区域收到严格限制的小型商业银行，而政策性的信贷支持也与商业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混在
一起，事实上是政策导向直接影响下的商业金融模式——如果从商业化的趋利本质来考虑，政策主
导的商业金融在部分业务领域表现为政策性，而非商业化或市场属性。
因此，我国涉农金融供给的商业化驱动力不足，但同时又担负着盈利的原始目的。政策覆盖下
的业务内容直接构成了对整个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群体的切割，否则构成了市场化运作的主要对象。
从商业化的视角看，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始终绕不开农村市场上的预算约束问题。正是由于其预
算约束条件过于严格，农村居民大多无法通过资产变现来换取资本或短期的消费所需，同样地，市
场化的金融服务将这些无法变现的资产作为担保来提供信贷支持也是不可行的——由于资产变现能
力较差，因此也很难作为有效的担保品，这一点与所谓的“专用资产”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基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技术的市场化金融供给模式内生地不适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症结。

2
2.1

金融供给机制的供求理论分析
替代性的金融供给创新

考虑一下涉农金融的供给规模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化运作的涉农金融供给正是由于传
统银行技术过于依赖于金融资产的担保能力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而依靠金融资产担保来实现的
银行涉农信贷也不过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成本过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通过合作社等方式有效解决涉农信贷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从原理上来说则并不需要采取这一手段。
合作社是一种互助和团体化模式，其根本是将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相互熟悉的小团体内部进行解决，
而信贷领域很多以此为基础的产品本身也同样依赖于这一原理，如共同借贷（Group lending）、关联
互保（Cosign）等。其本质上就是通过将原有的不对称信息打包成为针对特定群体或多数个人整体
的信息数据作为信贷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决策基础。
但如果我们从银行信贷技术的角度来看，银行的信贷决策是建立在借款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的基础上的，而上述的团体化信息打包的模式或许在确保还款意愿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率提升，但对
于其还款能力的确认却依然需要依赖于借款人收入来源和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因此，总的来说，信贷技术上事实的涉农金融产品基本上都是通过“增信”的手段来进行的，这
符合完善的金融市场上用来进行风险定价和风险缓释等风险管理的常用惯例。但从根本上来看，无
论是采用社会性关联关系作为信用担保，还是通过增加抵质押物来降低潜在风险损失程度的方式，
都没有避免现实中涉农信贷产品不良率的相对高水平。
根据银监会 2016 年 3 季度统计报告，农商行系统不良贷款余额为 2,464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2.74%，而相应地，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9 月末的不良贷款率均为 1.67%。这与农商行体
系在监管框架内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农商行一般是从农信社沿革而来，而根据监管机构要
求，其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三农”。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工作重心偏向于服务农业和农村市
场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达到 2.39%，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同
期不良率分别为 1.62%、1.56%、1.48%和 1.53%[6]。
换言之，通过这一证据能够从侧面看出，信贷技术方面的“增信”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解决
由于涉农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导致的潜在风险问题。
2.2

信息成本与供给
上述关于涉农金融发展困难的重要症结，与之前数年来对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出一辙。

第6期

米晋宏等:关于涉农金融机制与大数据的简要研究

•959•

其核心正是如何解决金融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对
借款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判断。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判断，以往的金融技术是采用客户经理（或“信贷员”）人工进行信息搜集和
信息处理的方式进行的，鉴于不同客户经理能力的差异以及对客户经理自身作业风险或道德风险的
可能性，现实中能够获取的信息所能够供给的真实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是很难保证质量的。从这一
点上来说，传统金融模式下涉农金融产品对供给方而言意味着风险成本的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涉农类金融活动所对应的单笔金额较小，潜在收益必须依靠规模才能实现，而
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内部成本核算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保证的是人均规模经济，但最小人均规模
的实现是很难保证的。因此，对于正常的市场驱动的金融机构而言，减小对客户经理队伍的投入成
为确保人均规模的主要方向。尤其是在农商行、农信社等政策压力较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确保
基本的涉农金融供给必须从成本上进行更进一步的考量。
这一成本核算需要增加到金融产品定价的结构中去，从而导致涉农金融产品价格普遍较高，而
对应地，在涉农金融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均衡的市场交易规模必然不会有较大的提升。
2.3

需求与信息的动态不对称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判断出，涉农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阻力在于信息搜集和
处理等方面的成本以及相应信息失真可能带来的风险成本的提升。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假设
农村居民同样是理性的计算人，那么农村居民作为借款方，同样需要关注这些成本和还款能力等方
面的潜在不确定性问题。
在“三农”问题中，我们将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分为两大块：农业相关收入（含林业、畜牧业等）
和城镇务工收入。简而化之，我们将农业相关收入与农业生产上的投入相对应——农业收入也可以
用于农村居民消费，本文中将重点放在农业再生产的资本性投入方面，将城镇务工收入与农村居民
消费相对应——城镇务工人员同时从事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比重相对较小，本文中忽略不计。
对于农业再生产相关的农业收入而言，农业从业人员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是整个农副产品市
场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错配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以及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或其他相关环境条件（如
污染等）变化所可能导致的产量波动。相对于城镇务工收入而言，农业收入的波动情况更为显著，
而这一点也使得农业再生产投入所需金融资源的还款来源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波动性。另一方面，城
镇务工收入的变化在本文中涉及信息动态不对称的问题时将不再予以考虑。
波动性问题导致了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政策更为关注的农
业再生产的资本投入问题。之前我们进行的供给分析主要集中于银行等供给方所掌握的信息与借款
方所掌握的信息之间的不对称问题，这种不确定性确实可以通过信息搜集技术的提高来进行缓解。
然而，借款方或金融资源需求方本身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这些数据的动态变化则构成了供求
双方信息不对称状态进一步发生变化的环境基础。

3

大数据技术应用下的金融机制设计

通过对涉农问题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简要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明确未来涉农金融机制建设的核
心问题——市场化金融市场的推进依赖于解决既存的信息成本问题和信息动态不对称问题。近年来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推广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3.1

供求分析与大数据应用基础框架

从供给一侧来看，首先，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在信息搜集过程中对劳动的投入需求。大
数据本身是一种将各种类型的信息数据化的技术，而其信息的来源更多地是通过对客观事件和客观
活动的观察或直接提取，例如银行交易流水、消费行为模式（包括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
等）、个人储蓄或财产管理行为等内容，而其来源也随着电商、第三方征信的发展而越发广泛和全面；
其次，大数据获取的数据所具有的客观性避免了因劳动力技能差异所导致的数据质量缺陷，从而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降低信息失真所对应的风险成本。
通过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和信息失真对应的风险成本，金融供给方的总成本水平可以得到可观的
下降，成本节约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就是原始供给曲线的下移，即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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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水平上，金融供给方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更多。
需求信息不对称的动态性构成了需求方的附加成本，潜在的无法覆盖金融借贷本息的不确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需求。由于这部分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金
融工具的努力将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农业生产活动的调节。
需求分析中，波动性主要来源于农副产品价格（市场供求结构）和产量（气候、环境等自然条
件）的变化。对于价格问题，大数据的应用若能够着眼于对生产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变化，释放出相
应的预测信号，那么价格水平的波动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抑；而对于产量波动，市场化运作主
要模式一般集中于商业保险（即对气候条件、污染等各种自然条件的非预期变化可能造成的损失进
行的保险），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大数据的应用从成本上来讲也是十分有利的。
对波动性的控制和缓解意味着对于涉农金融借贷的还款能力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动态保障，从
而提高了涉农金融借款人对于自身还款能力的预期，使得其在同等负债规模上所能够接受的资金成
本有所提升，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就是原始需求曲线的上移。
需要特别强调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分析似乎是相互独立的，但由于其本质上是同一组数据的不
同应用，单一化的切割或组合可能并不合适。例如：银行贷款业务中，正式的流程中均要求客户经
理在贷款发放后的一定时间内履行贷后检查，目的就是对需求分析中所考虑的信息动态不对称状况
进行缓解，这也构成了银行贷款的业务成本。因此，如果相应的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将波动性作为
一个信号有效传递给供给方时，其节约的业务成本将进一步增加，供给曲线也将进一步下降。
3.2

构建大数据应用机制的经济原则

在涉农金融问题上的大数据应用基础框架已经基本明确，但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根据大
数据技术本身的经济特征来制订相应的构建策略。
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十分明显，主要是由于其数据分析接近于零的边际
成本和数据的共享性上。对于单一问题的数据分析和判断过程并不会由于问题对应客体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只要相应的模型设定经过校验和完善，那么对同一类问题的更多次运算边际成本基本可以
忽略不计；对不同问题进行判断所需要的数据本身并没有排他性，数据库的复制和数据的提取功能
一旦能够系统化地实现，那么其共享活动本身并不必要伴随着成本的扩张。
如果一项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确保其规模性，那么成本的节约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但前提是
相应技术应用的基础投入应当在一个整合的框架下实现，即：从数据库的建设到问题列表的建设，
到使用群体，再到服务对象（涉农金融问题上主要是农村居民）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应当避免分割
式的建设。否则，分割式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任何其它形式的投资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其
结果依然是效率的降低和收益的损失，最终导致资本的动态非效率，表现为大数据的“产能过剩”。

4

结 语

本文更多关注的是市场化的涉农金融机制建设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影响也是通
过成本结构改变价格水平来实现市场化帕累托改进。因此，在具体的机制建设问题上，倘若需要利
用行政或其他政策性安排或手段来进行干预和调整，务必注意尽量降低对相对价格体系的影响。
同时，由于大数据的应用尚未全面、广泛地开展起来，而涉农金融涉及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农
业保险、第三方征信、农业服务、农村经济组织等各类型组织形式，那么大数据技术在这些组织形
式中的应用可能仍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包括银行、保险和征信等）、民
间自生自发组织管理的社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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