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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

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郭 娜
渊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袁安徽合肥 230039冤

摘要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支持袁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成为当下我国实现农业乡村振兴尧深化农村金融体系
改革的关键目标遥互联网金融的独特方式给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袁与此同时也可以此为窗口搭建更加完备和高效的农村普
惠金融运行体制遥本文结合当前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实际情况袁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阻碍和困
难袁并提出建议措施袁以期推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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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是为整体社会群体和不同阶层提供更专业尧
更全面的金融服务袁在我国主要以微小企业尧农民尧城镇低
收入人群等为重点服务对象

遥而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点

[1-2]

和难点在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普惠金融袁农村金融的发展

或网络知识缺乏和拼音等文化水平限制袁所占比例分别为

49.0%和 32.5%遥农民文化水平有限且对互联网不了解袁对一
些稍微有点复杂的应用软件很难理解且无法使用袁导致无法
有效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农村金融业务遥

严重落后于城市金融发展袁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匹配和不均衡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遥基于传统金融在促进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存在很多弊端袁互联网模式的带入思
考应运而生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注入互联网发展的活力袁
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遥互联网金融[3-4]可以摆脱自
然地域的限制袁在支付的便捷性尧流动性尧低成本性方面对
普惠金融有很明显的助推作用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
农问题袁中央一号文件多年聚焦三农问题袁明确指出要加速
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袁搭建更高效尧更合理的新农村金融
发展体系袁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遥
1 存在的问题

图 2 非网民不上网原因统计图
另外袁农村地区对金融知识的教育相对滞后袁金融知识
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袁人们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金融业
态的认知度并不高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袁人们对互联网金融

1.1 互联网基础不够完善袁普遍认知不足

的渗透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袁对互联网金融的野普惠冶特性更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显示的信息来看袁截至 2018 年

甚少了解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而且对其不信任袁认为网络

区的互联网普及率 72.7%遥如图 1 所示袁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理较为严重袁因而许多针对农村地区群体的互联网金融服

占比达 73.7%遥这一数字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均有一定程度

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受到了严重制约和阻碍袁不利于

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渊CNNIC冤发布的第 42 次叶中

是知之甚少遥大部分农村居民只了解和接受传统金融业务袁

6 月袁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36.5%袁远低于城镇地

金融就是不靠谱袁对这些新推出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排斥心

2.11 亿袁占据整体网民的 26.3%曰城镇网民规模为 5.91 亿袁

务最后基本都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袁几乎成了摆设袁这使互

的提升袁说明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在总人口中提高袁但是互

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明显低于城镇地区袁发展速度甚
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遥

农村普惠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遥
1.2 征信系统不完善袁信用体系不健全
我国现有征信系统的建设速度与目前互联网金融的蓬
勃发展极不匹配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是目前我国主流的征信
系统袁同时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袁但是这个目前最
大的系统使用门槛较高袁想要调取该系统的数据必须首先要
拥有接入征信中心的接口权限袁使用过程中袁更是在每次提
取数据时都需要支付相关费用遥不管是从资金成本的角度袁
还是准入的标准要求袁都将一大批新型金融机构挡在门外袁

图 1 中国网民城乡结构

只有实力雄厚尧业务庞大的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获得这种征
信使用的权利遥征信数据共享的高成本和高门槛使市场上很

对互联网的不了解尧对互联网金融的陌生袁导致农村地

多新型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想要的征信数据袁从而也就不

区对互联网金融没有认知概念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

能支撑其金融业务发展遥另外袁目前人行的征信系统数据获

基础的认知和普及环境袁使农村互联网金融推广速度慢尧障

取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袁对于新型机构的信贷数据共

碍多遥如图 2 所示袁在农村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主要是电脑

享是非常有限的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袁存在数据和信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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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袁金融创新步伐被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拖了后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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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尧不完整等问题袁信用体系的生态没有得到全面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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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管主体不明确袁法律机制不健全

更加快速直接地感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力度遥

一方面袁野互联网+冶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参与者更加
多元化袁涉及到既有互联网又有金融行业的交叉袁不同领域
之间有不同的组织架构和监管要求袁从而导致监管主体很难
明晰确定袁也造成了监管工作的推诿和无法落实到位遥另
一方面袁在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方面袁我国目前的金
融立法主要针对于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袁完善的
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尚未建立袁对于农村互

2.2 优化征信系统袁抵御信贷风险
搭建更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袁不仅需要来自互联网企业
的信贷征信数据袁还需要依托于大量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数
据遥由于农村居民土地尧收入和工作的特殊性袁需对农村居
民的信用状况进行多角度和多方位的综合测评袁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农户信用数据的真实性袁降低农户信贷信息的不
对称问题遥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也可以搭建平台袁建立信息

联网金融的监管更是存在很多空白和疏漏遥此外袁针对互联
网金融具体业务的准入标注以及监管细则还未出台制定袁
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成熟袁这样一旦产生法律纠纷袁就
很难有效保护交易双方的权利遥

共享机制袁各自对信息主体进行补充尧完善和调阅袁提高信息
更新速度袁降低信息不对称性袁以征信系统的不断优化促进
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良性竞争袁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遥
2.3 建立适应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建议
2.1 做好互联网金融普及宣传袁加强农村互联网基建工作
在宣传教育方面袁政府和金融机构可通过电视媒体尧报

一是可以依据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不同袁明
确监管主体袁制定完善的准入规则和退出机制袁充分发挥第
三方和社会的监督作用袁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营造一个安

纸报刊尧社交软件及线下普及金融知识等方式进行广泛宣
传袁也可借助电商平台尧便民缴费平台和惠农金融服务点鼓
励农村用户使用互联网支付或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工
具袁以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对普惠金融知识的认知度[5]遥

全尧有序的野互联网+冶环境遥二是推动并加强合作监管机制
的建设袁建立一套健全的监管尧统计信息共享机制袁合理运
用科学的方法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袁在原有法
律法规出台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完善农村互联网金融立法袁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袁要增加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开
立数量袁普及 ATM 机尧自助查询机等袁引导教育广大农村居
民学会使用掌银尧网银尧三方支付等线上渠道袁更好地熟悉

层次立体化推动互联网法治进程袁有效保护各方合法权益遥
三是加强原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袁根据各地区农村互联网
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袁制定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指导

和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袁通过切身的操作感受互联网金
融服务的便捷性尧安全性尧高效性袁不断改善农村的互联网
金融体验环境 [6-7]遥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基础设

规范袁规范当地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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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素质尧知识尧技能野三位一体冶的野进行性冶考核内容

成绩类型 考核项目 比例/%
要求
平时
考勤
5
出勤率

方法
记录

标准
素质
迟到 3 次累计 1 次旷课袁 职业养
旷课 1 次扣 1 分
成素质

技能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职业养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成素质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职业养
团结尧独立工作的技能尧言语
成素质
能力尧学业能力及与他人交
往和自我有关的行为
社会能力 适应性行为社会技能

知识
人文知识
专业知识

创新素质尧
团结精神
创新素质尧
团结精神

单项-综合专业
知识积累
单项-综合专业
知识积累

提问

5

现场表现

记录

按实际情况给分袁
直接给分汇总伊5%

作业

5

完成情况

记录

按实际情况给分袁
直接给分汇总伊5%

理论

期末

40

技能

单项

20

综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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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理论知识和技能 闭卷考试 学生期末理论
要点掌握情况
考试成绩伊40%
学期当中单项
实操
每次单项技能考核
技能掌握
累计分伊20%
实训周综合
实操
实训周综合技能
技能掌握
考核成绩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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