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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农贷市

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新常态”下，普通农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

两类信贷需求不足; 创业型农户各类资本较高而容易获得两类信贷青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则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等原因难以获得正规信贷; 正规信贷供给的收入导向特征明显，非正规

信贷更能贴近并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 信息对称等变量对信贷供求两端也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本文的启示在于: 中国农贷市场应有机整合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比较优势，并大力

推进普惠信贷体系建设，优化供给侧结构; 同时，农贷市场应主动适应农户信贷需求的动态

演变，特别应深化农村产权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改革，加强农村领域的金融知识普及，进而实

现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助推农业现代化及全面小康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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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在整体经济下行、财政增速放缓的

现实格局下，为确保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目标，必须加快发展农

村金融，改善农贷市场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功能。2014—2017 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指出: 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创新“三

农”金融服务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
然而，宏观水平上的集聚容易让人产生农贷市场效率改进的错觉，就反应农贷市场真实运行状况

的农户与农业贷款而言，农户贷款仅从 2009 年的 2. 16 万亿增加到 2014 年的 5. 4 万亿，占各项贷款

的比例由 3. 43%增加到 6. 22%，仅增加 2. 79 个百分点，农业贷款则从 2009 年的 1. 46 万亿增加到

2014 年的 3. 4 万亿，占各项贷款比例反而从 5. 08%下降到 3. 81%，下降 1. 27 个百分点，两类贷款占

各项贷款比例均远低于第一产业 GDP 占比的 9. 17%＊＊。由此可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涉农贷款对

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而言，存在明显的粗放、无效供给状态。在需求端，非农工资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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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加速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推动部分农户实现非农化经营; 而农业逐渐“去过密化”
则催生了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崛起，我国农户开始由同质性的“小农”逐步

演进为异质性的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农户。在农户家庭经营特征分化客观上催生更强

针对性和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供给。综上，在农贷市场供求端均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探

寻“新常态”前后农贷市场供求关系，充分把握农贷市场供求关系的演变特征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战略

调整，对于保障农业经济、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早日实现全面小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农贷市场的信贷供给而言，主要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信贷两种。关于二者的特征，一些学者指出

正规信贷往往由于农业经营风险高、利润低、农户缺乏传统抵押等风险制约而吝于对农户借贷( Feder
等，1991) 。同时，农村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基础设施缺失，导致正规信贷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朱喜等，

2006; 程郁等，2009) 进而远离农村，农户难以获得信贷( Chapple 等，2002; Barslund，2008) 。非正规信

贷虽然在信息甄别、监督管理以及合约执行上有比较优势，且愿意接受部分正规信贷不愿意接受的抵

押物，对借贷双方是一种互惠的制度安排 ( 苏士儒等，2006; 程恩江等，2010) 。然而受自身供给能力

限制，非正规信贷无法对农户形成长期、持续供给，对正规信贷的替代作用较弱( 陈雨露等，2010; 马

丁丑等，2011) 。其次，信息不对称也长期制约着农贷市场的信贷供给。Stiglitz 等( 1981) 提出由于信

息不对称会导致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以高利率为特征的供

给配给将会成为信贷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而鉴于农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一般信贷市场更

高，其信贷配给也更为严重( 马九杰等，2009) 。此外，农户自身禀赋特征对于信贷获得的影响同样不

容忽视。张龙耀等( 2011) 发现农户禀赋特征的异质性会导致信贷供给的差异性，具有一定资金实力

和社会关系的“乡村精英”往往可以获得绝大部分的农贷资金，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现象较为普遍

( Klychova，2014; 温涛等，2016) 。
而鉴于农贷市场的供给先行特征，农贷市场的信贷需求自然被分为了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

贷需求。部分学者基于融资秩序角度，对农贷市场的信贷需求进行了研究。高帆( 2002) 、李似鸿

( 2010) 发现中国农村的乡土意识与家庭圈层结构延续到了信贷需求层面，当农户拥有信贷需求时，

首先寻求圈层结构内的亲朋好友，其次是熟人，然后是圈层结构外的正规信贷机构，无奈之下求助民

间高利贷，即“非正规—正规—非正规”的融资秩序。而张杰( 2003) 指出由于“面子成本”的存在以

及国家农贷所暗含的补贴性质，农户产生借贷需求时会首先考虑国家农贷，然后考虑熟人，最后才会

考虑民间借贷乃至高利贷，即“正规—非正规”这一融资顺序。信息不对称除了束缚信贷供给之外，

也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着制约。农户普遍缺乏如生产性固定资金、金融资产等标准信息禀赋，与正

规信贷机构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他们更倾向于向拥有甄别人格信息等软信息优势的非

正规信贷借款( 胡士华等，2011; 张兵等，2014) 。此外，农户禀赋特征的异质性也会导致信贷需求的

差异性，资产水平较低、缺乏有效抵押的农户普遍面临正规信贷配给，其信贷需求满足往往依靠非正

规信贷( Pal，2015) ; 而实物、人力、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所受正规信贷配给程度较低，他们在融资时倾

向于选择正规信贷( 徐璋勇等，2014) 。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就农贷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指出在传

统的农贷市场中，由于农业低效性和弱质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高等因素，正规信贷在供求两端均

存在较为严重的配给现象; 非正规信贷由于在信息甄别，监督管理、合约执行以及抵押要求等方面拥

有比较优势，对供求双方均是最优选择，然而非正规信贷资产实力较弱又制约了自身对农户形成长

期、持续的供给。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非农工资的持续上升与农业“去过密化”加速了国内

农户分化，农户家庭经营特征的改变也刺激其信贷需求随之变化。此外，信贷机构的持续增加也赋予

了供给方更强的供给能力。然而农贷市场在“新常态”下的供求变化还鲜有研究，鉴于此，本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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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调查数据，尝试对“新常态”下中国农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重新解读，探索农贷市

场供求两端的动态变化，以期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侧机构性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二、机理分析

( 一)“新常态”下农户信贷需求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加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城市经济

逐渐具备了较强的吸收农业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与现实可行性，全国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

成，原本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城市转移。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非农部

门工资不断上涨，一部分非农经营能力较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逐步放弃农业而从事非农经营，

成为离乡又离土的创业农户* ; 同时，得益于农业“去过密化”，土地流转的迅速推进＊＊，部分农业经营

能力强、资本积累足的农户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其他农户或

是因为非农专业技能较弱、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非农经营能力相对较弱，或是因为农业资本积累不

足，则继续作为从事小农经营或是兼业经营的普通农户。
综上所述，进入“新常态”以后，随着非农工资的持续上涨，农业“去过密化”，我国农户的经营特

征分化加剧，逐步演变为创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三类农户。而伴随农户经营特征分

化，其信贷需求无疑会产生变化。首先，就普通农户而言，他们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劳动

比较低，信贷需求主要为生活性的，资金需求量小，期限短。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迈入中

等发达国家行列，普通农户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已经基本可以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因此他们信贷需求

并不旺盛。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创业农户而言，由于非农工资上涨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

带动农业工资的上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大量转入土地之后，势必会采取劳动力替代的资本密集型

生产方式，进而极大地节约生产成本，其资本—劳动比相对于普通农户大幅提升，因而其信贷需求相

对于普通农户无疑更加旺盛。创业农户从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转化为资本密集型工商业，对其

而言，资本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必然是大量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力度，从而产生强烈的资金

需求。
( 二)“新常态”下农贷市场的信贷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导向下，国家为有效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通过

信贷配给和利率管制等措施对正规金融进行控制，使其功能逐渐被财政化，成为向国家建设输送资金

的管道，而非正规金融由于其发展目标与赶超战略相背离，则被完全取缔。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正规

金融功能逐渐去财政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本逐步积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非正

规金融开始重新崛起，最终塑造了当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并存于农贷市场这一特殊格局。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确保在整体经济下行、财政增速放缓的现实格局下，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

可持续增长，进而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目标，国家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确保

“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
然而，由于传统农业经营风险高、利润低、农户缺乏传统抵押等风险制约而吝于对普通农户借贷。

同时，农村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基础设施缺失，导致正规信贷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进而远离农村，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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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已经完全放弃农业经营，家庭劳动力全部常年在外务工或者从事其他非农经营，其经营收入完全为非农经营收入的农户，由

于其生产经营集中于工、商业，但户籍仍在农村，本文定义为创业农户

我国的土地流转速度自 2010 年以来进一步加快。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 47 亿亩，流转率

达到 33. 30%
具体指从事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四类经营主体



农户难以获得信贷( 朱喜等，2006) ，因此，正规信贷通常对普通农户惜贷。此外，农贷资金进入乡村

需要寻求内部化交易成本的主体与其对接，也进一步巩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乡村精英信贷获取

的优势地位( 温涛等，2016) 。然而，尽管比较优势明显，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于成长初期，并未

完全摆脱低效性和弱质性的制约、再加之农村产权资产抵押尚未完善、以及政府缺少风险分担与补偿

机制，其发展仍然受到较强的正规信贷约束( 黄祖辉等，2010) 。非正规信贷虽然在信息甄别、监督管

理以及合约执行上有着比较优势，并且愿意接受部分正规信贷不愿意接受的抵押物，对借贷双方是一

种互惠的制度安排。然而受自身供给能力所限，非正规信贷无法对农户形成长期、持续的供给，对正

规信贷的替代作用较弱。对于创业农户而言，职业分化促使他们离开农村而创业、生活于城镇，其文

化、理念和习惯也日益市民化。同时，随着人力资本增加、收入增长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其具有摆脱

社区共同责任的行为能力和内在意愿，正规信贷机构也因此而更可能将他们视为合格客户( 米运生

等，2017)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假说 1: 普通农户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其资金需求主要为生活性的，随着收入的提高，他们

的储蓄能够较好的应对日常资金需求，因此对两类信贷资金需求有限; 新型农业主体和创业农户从事

资本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或工商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因此两类信贷均有旺盛需求。
假说 2: 非正规信贷内生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网络，借贷灵活、办理便捷，因此能够较好地缓解三类

农户的资金需求; 正规信贷出于交易成本和资金安全性考虑，更加青睐资本实力相对雄厚、拥有合格

抵押的创业农户，而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是因为交易成本高，或是因为缺乏有效抵押，通

常被正规信贷拒之门外。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一) 数据来源

“要素集聚与农民收入增长”课题组于 2015 年完成了三大经济地带的 17 个省( 其中东部包括吉

林、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西七省;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五省; 西部包括陕

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五省) 70 个县( 市) 的农户家庭信贷供求情况的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

方法，分层依据主要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总体进行 5 分层的方式，确定在每

个县的每层中抽取 10 个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访谈，每个县固定发放 50 份问卷，对农户家庭 2013 年基

本情况以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3500 份，最后共回收 68 个县的问卷 3318 份，问卷回

收率为 94. 80%，最终共收集有效问卷 3162 份。
( 二)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农户的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作为方程的因变量。将农户信贷

需求分为了正规信贷需求和非正规信贷需求两类。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通过直接意愿法，对农户的

信贷供求及其种类进行调查* 。
2. 自变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影响农户两类信贷的供求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为考察农

户类型对信贷供求的影响，引入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农户三个变量; 二是为考察户主特

征有关的变量对信贷供求的影响，选择了性别、婚姻、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三是为考察

农户还款能力对信贷供求的影响，引入了总收入、非农业收入占比、消费、土地禀赋四个变量。表 1 列

出了按照变量类别分类的各变量以及定义，同时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平稳性，我们对个别数值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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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表 1 主要自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描述

农户类型 普通农户 是否在家从事“小农”经营，或者一边务工一边务农，是= 1，否= 0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是否为专业种植、养殖大户或者经营家庭农场，是= 1，否= 0

创业型农户 是否是以在城市经营工商业为生，是= 1，否= 0

户主特征 性别 男= 1; 女= 0

年龄 户主年龄

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平方

婚姻 已婚= 1; 未婚= 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4; 大专及以上= 5

家庭特征 收入 家庭总收入( 取对数)

非农业收入占比 农户非农业经营收入( 取对数)

消费 农户人均消费( 取对数)

土地禀赋 农户土地经营面积×土地质量( 平原= 3; 丘陵= 2; 山地= 1)

识别变量 礼金支出 家庭的亲朋礼金( 取对数)

城市亲戚 是否有亲戚居住在城市

固定资产 房屋价值( 取对数)

重大事件 是否发生小孩上学、重大疾病、购房等大笔消费支出

3. 识别变量。为保证本文计量分析的联立方程可识别，本文还选择部分识别变量以保证方程的

有效估计。对于正规信贷需求方程，选取城市亲戚这一刻画农户信息对称程度的变量; 对于正规信贷

供给方程，选取衡量抵押的固定资产变量。对于农户非正规信贷需求方程，选取调查当年发生重大事

件这一衡量较大资金需求的变量; 对于非正规信贷供给方程，选择礼金支出这一刻画农户社会关系的

变量。
( 三)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 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方差、最小值、最大值以及观察数等

描述性统计特征。
2.“新常态”下农贷市场的信贷供求关系。表 3 列出了“新常态”下，各类农户的信贷供求关系。

其中，拥有正规信贷需求的普通农户 268 户，得到信贷的 88 户; 拥有非正规信贷需求的普通农户 324
户，得到信贷的 252 户，信贷满足率分别为 32. 83%和 77. 78%。拥有正规信贷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 81 户，得到信贷的 30 户; 拥有非正规信贷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2 户，得到信贷的 36 户，信

贷满足率分别为 37. 04%和 85. 71%。拥有正规信贷需求的创业农户 271 户，得到信贷的 136 户; 拥有

非正规信贷需求的 150 户，得到信贷的有 128 户，信贷满足率分别为 50. 18%和 85. 33%。从上述数据

可以看出，“新常态”下普通农户对两类信贷需求均较弱，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创业农户的信贷需

求较强，这也证实了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创业农户比普通农户拥有更加旺盛

的资金需求。就信贷满足率而言，非正规信贷满意率远远高于正规信贷满足率，这说明“新常态”下

我国的农贷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的正规信贷配给，而非正规信贷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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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项 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数

正规信贷供给 0. 1631 0. 3694 0 1 3162

正规信贷需求 0. 1963 0. 3976 0 1 3162

非正规信贷供给 0. 1316 0. 3383 0 1 3162

非正规信贷需求 0. 0802 0. 2726 0 1 3162

户主性别 0. 9266 0. 2068 0 1 3162

户主年龄 48. 1758 11. 0290 20 86 3162

年龄平方 2442. 493 1092. 135 400 7396 3162

婚姻 0. 9628 0. 1890 0 1 3162

受教育程度 2. 7435 0. 9345 1 5 3162

收入 10. 7678 0. 9482 6. 9077 14. 2855 3162

非农业收入占比 0. 7580 0. 2996 0 1 3162

消费 10. 1563 1. 0047 7. 3132 14. 2855 3162

土地禀赋 6. 5371 8. 9326 0 236 3162

创业型农户 0. 2201 0. 3353 0 1 3162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0. 1068 0. 2926 0 1 3162

礼金支出 7. 7900 1. 0566 3. 9120 10. 8197 3162

城市亲戚 0. 6304 0. 4829 0 1 3162

固定资产 11. 417 1. 2761 0 1 3162

重大事件 0. 2968 0. 4570 0 1 3162

表 3 “新常态”下异质性农户信贷供求情况 ( 户)

正规信贷需求 正规信贷获得 非正规信贷需求 非正规信贷获得

普通农户 268 88 324 25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81 30 42 36

创业农户 271 136 150 128

合计 620 254 516 416

四、实证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 实证模型

1. 基本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设置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loans = γ0 +∑
n

i = 1
γiβi +∑

n

j = 1
γ jβ j +∑

n

l = 1
γlβl + ids + εs ( 1)

loand = α0 +∑
n

i = 1
αiβi +∑

n

j = 1
αjβ j +∑

n

l = 1
αlβl + idd + εd ( 2)

其中，loans 表示信贷供给，loand 表示贷款需求，β i、β j、β l、分别表示农户类型，户主特征、家庭特

征，ids、idd 分别表示信贷供给方程和需求方程的识别变量，γ0、α0 分别是两个方程的常数项，εs、εd 分

别是两个方程的随机扰动项。
2. 估计方法。本文将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作为方程的因变量，就经济理论而言，农户的需求和供

给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然而传统的 Probit 模型往往是针对方程只有一个因变量的情况，如果单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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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程和供给方程建模，则存在效率损失。因此，为了防止估计效率损失，本文采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对农户信贷的供求关系进行研究* 。

( 二)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4 和表 5 显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两个模型的极大似然值来看，模型是稳定的。同时两者

的 chi( 1) 值均强烈的拒绝了原假设 H0 : ρ= 0，故需求方程和供给方程之间存在相关性，有必要使用双

变量 Probit 模型。

表 4 正规信贷供求方程结果

变量属性 自变量 需求方程 供给方程

农户类型 普通农户 0. 0447( 0. 1427) 0. 3084( 0. 1691)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0. 5023＊＊( 0. 2045) 0. 2287( 0. 2499)

创业农户 0. 2402＊＊( 0. 1069) 0. 1208* ( 0. 1355)

户主特征 性别 －0. 2355( 0. 1634) －0. 3557* ( 0. 2146)

年龄 0. 0043( 0. 0249) 0. 0131( 0. 0311)

年龄平方 －0. 0001( 0. 0002) 0. 0001( 0. 0003)

婚姻 0. 1531( 0. 2722) 0. 3154( 0. 2289)

受教育程度 0. 1296＊＊＊( 0. 0517) 0. 1246* ( 0. 0668)

家庭特征 收入 －0. 1076* ( 0. 0653) 0. 0463* ( 0. 0841)

非农业收入占比 －0. 2459( －1. 21) －0. 179( 0. 2793)

消费 0. 1120* ( 0. 0591) 0. 2738＊＊＊( 0. 0646)

土地禀赋 0. 0006( 0. 0026) 0. 0043( 0. 3751)

识别变量 城市亲戚 0. 1085＊＊( 0. 0805) —

固定资产 — 0. 1223＊＊( 0. 0502)

统计特征 常数项 －1. 0845( 0. 8231) －5. 2228＊＊＊( 1. 0842)

最大似然函数值 －700. 9186

chi( 1) 值及概率 115. 605( 0. 0000)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10%的显著性上显著，自变量系数后括号里的数值为标准差。下同

首先对供给方程进行讨论，从农户类型来看，普通农户对非正规信贷产生了显著地正向影响，对

正规信贷影响不显著。普通农户的信贷需求主要是生活性的，信贷需求短、频、快，因此倾向于借贷灵

活、办理便捷的非正规信贷。而正规信贷办理程序繁杂、交易费用高，严重的抑制了其信贷需求，进而

在需求端形成了对两类信贷的“自我配给”( 高帆，2002) 。创业型农户对两类信贷供给均产生了显著

地正向影响，这说明两类信贷都倾向于对他们发放贷款。对此，我们归纳为以下两点原因: 一方面是

因为创业型农户的经济状况较好，这与金融“嫌贫爱富”的特征是吻合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创业型农

户预期收入较高，还款能力和意愿都较强。相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非正规信贷产生了显著地正向

影响，对正规信贷供给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正规信贷约束。对

此，我们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尚未完全走出低效性和弱质性的桎梏，回收期较

长、经营风险较高，正规信贷机构对其惜贷; 其次，农地经营权抵押由于程序繁复，正规信贷因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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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而难以实现( 黄惠春，2014) 。然而，鉴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中处于精英阶层，他们仍然可

以凭借自身较好的社会网络获得非正规信贷。以上分析也很好地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1。

表 5 非正规信贷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属性 自变量 需求方程 供给方程

农户类型 普通农户 0. 0480( 0. 1472) 0. 3281( 0. 1392)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0. 0064( 0. 2266) 0. 3838* ( 0. 2108)

创业农户 0. 2269＊＊( 0. 1099) 0. 2516＊＊( 0. 1142)

户主特征 性别 0. 1199( 0. 1987) －0. 3401( 0. 1957)

年龄 0. 0441( 0. 0283) 0. 0617( 0. 0355)

年龄平方 －0. 0005* ( 0. 0002) －0. 0007( 0. 0003)

婚姻 －0. 0567( 0. 1776) 0. 1287( 0. 1771)

受教育程度 0. 0174( 0. 0556) 0. 0403( 0. 0536)

家庭特征 收入 －0. 3157＊＊＊( 0. 0687) 0. 2584＊＊＊( 0. 0710)

非农业收入占比 －0. 1158( 0. 2147) －0. 0311( 0. 2060)

消费 0. 2524＊＊＊( 0. 0619) 0. 4237＊＊＊( 0. 0614)

土地禀赋 0. 0038( 0. 0067) －0. 0001( 0. 0066)

识别变量 重大事件 －0. 0348( 0. 0933) —

礼金支出 — －0. 0391( 0. 0411)

统计特征 常数项 －1. 1505( 0. 8496) －3. 6113＊＊＊( 0. 9214)

极大似然函数值 －833. 2892

chi( 1) 值及概率 183. 335( 0. 0000)

从户主特征的变量来看，受教育程度对正规信贷供给产生了正向影响。这与马九杰等( 2009) 的

研究结论相反，这说明“新常态”下，正规信贷机构对农户受教育程度的越来越重视，受教育程度与信

贷的相关程度更加密切。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经营水平也相应越高，因此更容易

获得信贷。
从家庭特征来看，消费对两类信贷供给都产生了正向影响。鉴于中国农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

惯，消费越高的农户通常经济状况越好，同时，此类农户往往还能提供有效担保( 刘西川，2014) ，因而

能够吸引两类信贷机构向其提供贷款。收入对两类信贷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信贷机构供给的收

入导向依旧明显，收入越高，还款能力越强，更容易获取信贷。这与朱喜等( 2006) 、张龙耀等( 2011)

的关于中国农贷市场研究结论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常态”下正规信贷机构的垄断性地位并没有

得到实质性的削弱，农村信贷机构与少部分生产规模大，具有稳定收入和身份特征建立起的重复放贷

机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特征依旧十分明显( 温涛等，2016) 。
最后，作为衡量抵押资产的固定资产变量对正规信贷供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固定资产越

高的农户往往越富有，抵押能力和还款能力越强，正规信贷机构愿意其提供贷款，这与程恩江等

( 2010) 研究结论相反。对此，我们根据实际调研结果，将原因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新常态”下，随

着农房抵押融资的推进，一些农户已经通过农房抵押获得了贷款。二是随着农户收入的稳步提升，部

分农户已经在城市中购买了商品房，而信贷机构对于商品房作为抵押也十分认可。作为衡量社会关

系的礼金支出变量对非正规信贷供给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新常态”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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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高，“面子成本”逐步上升; 其次，随着市场机制进一步增强，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

作用逐渐减弱，关系型借贷已然不再是农户长期、稳定的融资方式。
2. 讨论需求方程的情况，从农户类型来看，普通农户对两类信贷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说明

普通农户对两类信贷需求均不强烈，普通农户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其信贷需求主要是生活性

的，但随着“新常态”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其自有储蓄已经能够较好地应对

日常资金需求，因此对两类信贷均无旺盛需求。创业型农户对两类信贷需求产生了正向作用，且显

著，这说明创业型农户对两类信贷均旺盛的需求。原因如下: 一方面创业型农户从事资本密集型的工

商业经营，资金需求量大，无论对于贷款量大、期限长的正规信贷还是放贷量小，期限较短的非正规信

贷都有着强烈地需求; 另一方面创业型农户实物、人力、社会资本较高、两类信贷获得约束较小。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对正规信贷需求也产生了正向影响，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对正规信贷有着旺盛

的信贷需求。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处于成长初期，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因此他们更

加希望获得贷款量大、期限长的正规信贷。以上分析也很好地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2。
从户主特征有关的变量来看，户主年龄对两类信贷需求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年龄平方

对正规信贷需求产生了负向影响，不显著; 对非正规信贷需求产生了负向影响，且显著。这说明户主

年龄与信贷需求存在着倒“U”型关系。户主在年轻时缺乏原始资本积累，对信贷资金需求旺盛; 随着

年龄的增长，实物、人力和社会资本随之增长，信贷需求趋于下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正规需求产生

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程郁( 2009) 的研究结论相反。这说明“新常态”下，随着农户对信贷市场的

了解进一步深入，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由于拥有更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可以更快地了解正规信贷的

程序和规则，乃至国家农贷中暗含的补贴性质，进而通过正规信贷进行融资。
从还款能力和消费特征来看，收入对两类信贷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消费对二者产生了正向

作用，均显著。根据前文理论模型的推导，信贷需求的产生取决于资本存量与资金需求的缺口，鉴于

中国农户有着良好的储蓄习惯，收入越高的农户，储蓄往往越多( 董志勇，2011) ，从而降低资金缺口

出现的频率，抑制信贷需求。消费越高，所需流动资金越多，当自身的储蓄不能满足流动资金需求时，

农户往往需要求助于信贷。
最后，作为衡量信息对称程度的城市亲戚变量对正规信贷需求产生了显著地正向影响。拥有城

市亲戚的农户由于经常和亲戚交流从而对国家的支农政策和信贷政策更加了解，能够对两类信贷的

实际价格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选择正规信贷。作为识别非正规信贷需求的重大事件变量并不显著。
这与李似鸿( 2010) 、程恩江等( 2010) 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反，这说明“新常态”下，随着收入逐渐提高，

农户自有资产已经可以较为从容的应对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对非正规信贷的依赖程度降低。
( 三) 稳健性检验

对模型增加某些控制变量可以防止在基准回归中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进而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进行检验。本文对正规需求方程增加了交通条件，进一步衡量交易费用对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 对正

规供给方程增加了农户是否参加专业性生产组织变量，用来考察农户的联合担保能力对正规信贷供

给的影响; 对非正规需求方程增加了农户是否亲戚为干部这一变量考察农户社会资本对非正规信贷

需求的影响; 对非正规信贷供给方程添加了农户是否为党员变量，进一步考察农户的社会关系对非正

规供给的影响。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主要的解释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收入、消费、创业等变

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以及方程之间的相关性均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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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列表展示，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常态”下中国农贷市场供求关系及影响因素进

行了重新解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 1) “新常态”下，普通农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两类信贷需

求不足; 创业型农户拥有较强的实物、人力和社会资本，容易获得两类信贷青睐; 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由于资金回收期较长、经营风险较高、农地经营权抵押办理程序繁复、抵押价格均衡难以实现等原因

难以获得正规信贷。( 2) 非正规信贷更能贴近并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正规信贷吝于对农户放贷，这

与“新常态”前的研究结论一致。( 3)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对称等变量对信贷供求两端也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这也是“新常态”前的研究较少关注的地方。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 1) 鉴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的特殊性所面临的正规信

贷困境，国家应协调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其进行信贷支持。同时，简化农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程序，建立土地抵押价格评估机构，让农村土地更加便捷地变成农民的“存折”、“活资产”，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 2) 针对信贷供给的收入导向将造成农户内部的不平等，

进而影响到全面小康的实现，应大力推进普惠信贷体系建设，让低收入的农户跨过资本的“门槛效

应”。此外，应有机整合正规信贷和非正规的比较优势，优化农贷市场供给结构，从而形成多层次、广
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贷供给体系。( 3) 考虑到信息和性别对信贷供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应加强农

村领域的金融知识普及，缓解农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进而助推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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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interpret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 of China
Agricultural Credit Market in the“New Normal”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farmers’differentiation

ZHANG Ziyu，WEN Tao，WANG Xiao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ouseholds’differentiation，this article uses
micro － survey data to re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a’s
agricultural loan market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 In the “new
normal”，farmers’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oan is largely income－oriented．The informal loan sup-
plies perform better than formal sources in terms of meeting farmers’needs; ( 2) the newly e-
merg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ms devoted into entrepreneurship are more likely succeed in loan
application than other forms．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griculture credit market
in China should not be exclusive; integrat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rom both formal and in-
formal credit suppliers could be a future direction．Moreover，agriculture credit market should adapt
to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armers’credit demand，especially explor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financing mortgage of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

Keywords: New normal; Agricultural credit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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