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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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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山东、湖南和陕西 570 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户对存款、汇兑、代理和贷款服务的需求差异

较大。相对于存款和代理服务来说，汇兑和贷款的需求显著不足。从家庭和户主特征、金融供给方面选取 10 个
变量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家庭金融服务需求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对存款、
代理和汇兑服务的需求越强；户主是否有正式工作经历，对家庭的存款、代理和汇兑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家庭
到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 (金融供给)对农户金融服务需求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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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 basic financial services:
Evidence of 570 survey data from Shandong, Hunan and Shaanxi province
ZHOU Li, PAN Su-mei, GUO Zi-hao, TU Cheng-yue, ZENG Xiao-xi*
(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of 570 households in Shandong、Hunan and Shaanxi shows that households’
demand for deposit, remittance, agency and loan services is widely vary. Compared with the deposit and agency services,
the demand for remittance and loan is insufficient. Then this paper selects 10 variables from family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financial supply, using the ordered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households’ financial services demand. In detail, the higher level of family income, the higher degree of remittance and
agency services demand. Whether the householders get a former job or no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mand of deposit,
agency and remittance services. The distance from the household’s home to the nearby financial institution, namely the
financial supply, has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ing.
Key words: basic finance; service demand; influencing factors; peasant household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1-4]。这一群体金融机会缺
乏，收入增长缓慢[5,6]。满足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有大量金融

求，让广大处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户获得金融

服务空白点，正式金融网点的缺失使得很大一部分

服务，充分发挥金融政策支农作用是普惠金融的核

农户连最基本的存款、贷款、汇兑结算、代理(代收

心含义[7]。对此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鼓励和支持

代付)等基础金融服务需求都未得到满足。这在人口

金融创新以缓解农村金融缺失，有关部门制定了一

规模小、消费水平低、金融基础设施状况差的偏远

系列的制度和措施，着力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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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存、贷、汇)全覆盖。银监会从
2009 年开始就提出了力争 3 年实现镇(乡)级基础金
融服务全覆盖的目标，2014 年更进一步指出，要“着
力推动基础金融服务向行政村延伸，打通农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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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
“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

况进行调查。考虑研究的对象及区域金融发展程度，

总体实现行政村金融服务‘村村通’
”。

笔者选取山东、湖南和陕西 3 省作为调研省份，再

毋庸置疑，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农村基础金

进一步选取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以农业为主的 3 个

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覆盖层级不断加深。这

县作为主要调查区域，并依据到县城距离最近、适

为满足农户金融需求打下了基础。然而，金融政策

中和较远的原则，每县各选取 3 个乡镇，按照距离

支农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供给，也还与农户的金

集镇最近、适中和最远的原则，一共抽取 27 个村落。

融需求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农户基础金融服

最后，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各村抽取 25 户农户

务需求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拟在设计农

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 675 份，剔除不

户家庭基础金融服务需求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基础

合格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 570 份，其中，

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深入农户展开实地调

山东省 169 份，湖南省 184 份，陕西省 217 份。

查，以深入了解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需求情况，并

通过对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调查(表 1)表明，

进一步建立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

农户各项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需求

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有所

最大的是存款服务，代理排名第二，接下来是汇兑

裨益。

结算和贷款。可见，农村地区对存款和代理服务的
需求程度比较高，而贷款需求并非普遍存在。同时，

二、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分析

完全不需要存款和代理的农户相对于贷款和汇兑
结算的农户来说则少很多。

笔者于 2013—2014 年采用非随机抽样和多阶段
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情

表 1 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情况
存款

需求程度
很需要=5
较需要=4
不确定=3
基本不需要=2
完全不需要=1
加权得分

汇兑结算

代理

贷款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100
130
70
76
30

24.6
32.0
17.2
18.7
7.4

68
84
54
108
84

17.1
21.1
13.6
27.1
21.1

36
184
74
66
36

9.1
46.5
18.7
16.7
9.1

48
80
52
118
104

11.9
19.9
12.9
29.4
25.9

3.48

2.86

3.30

2.63

从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紧迫程度排序来看，

家庭主要使用的代理服务包括新农合、新农保缴

农户最需要金融机构优先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是

费，政府涉农补贴代理，政府救济、补助金代理，

存款服务(表 2)，之后是代理服务，再者是汇兑结算

水电费等代缴，银行代理的金融服务等。其中有 218

服务，最后才是贷款服务。这与农户的基础金融服

户农户通过银行领取政府涉农补贴而使用银行代

务需求程度是相一致的。

理服务，有 76 户通过领取政府救济、补助金等使
用代理服务。可见，国家涉农政策推动了农户对银

表 2 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紧迫程度排序
紧迫程度

存款

汇兑结算

代理

贷款

非常紧迫=4

140

42

54

50

比较紧迫=3

90

86

90

22

有点紧迫=2

34

82

94

60

不紧迫=1

16

62

46

148

综合得分

3.26

2.40

2.54

1.91

行代理服务的使用。
在被调查农户中居然有 70 个农户(16.8%)没有
使用过存款服务，68 户(16.3%)极少使用存款服务，
两者加和比例高达 33.1%，可见农户存款服务的使
用程度很低，虽然存款又是最基本的一项金融服
务。考察农户不使用存款服务的原因发现，112 户

为验证金融服务需求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即金
融服务需求在实现普惠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还
考察了农户对四项基础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表 3)。
结果表明，代理是农户使用频率最高的一项服务，

是没钱可存，占极少使用或没使用存款服务农户的
73%，这也与调查地区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相一致；
18 户是因为没有把钱存在银行的习惯，这也是经济
欠发展和缺少金融习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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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汇兑结算服务的使用程度并不高。被调查

不仅是农户金融习惯缺乏的表现，也是一种自我排

者中高达 116 个农户(48.3%)从未使用过汇兑结算

斥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体现。基础金融服务的使

服务，46 户表示很少使用汇兑结算服务，两者相加

用和需求程度是相对应的，表现为存款和代理业务

起来，没使用(极少使用)汇兑结算服务的家庭占到

的使用程度高，它们是使用最广泛的基础金融服

被调查者的近 60%。仅有 120 户农户表示经常使用

务，但是也有一部分群体没有使用过或者基本没有

汇兑结算服务。绝大多数的农户不使用汇兑结算服

使用过这两项最常见最易覆盖的两项服务。同时，

务是因为不需要，仅有 4 户表示不使用汇兑结算服

使用贷款和汇兑结算的家庭是与社会接触较多的

务是因为家庭距有汇兑结算功能的营业网点太远。

精英家庭，传统农户对这两项金融服务使用程度还

考察家庭贷款服务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贷款需

是比较低。存款、代理、汇兑和贷款的使用和需求

求完全得到满足的家庭仅占 28.65%，其他家庭要么

之间还存在差异，普惠化程度不高。

没有申请贷款或者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贷款是使用
程度最低的一项基础金融服务，存在需求抑制。高

三、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达 262 户被调查者没有申请过贷款，在 152 户申请

与王芳[9]对中国农户金融需求的理论分析相一

过贷款的农户中，又有 42 户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致，受收入水平的抑制，农户的储蓄意愿和能力相

因此，没有使用过贷款服务和贷款没有被批准的农

对来说都比较低。家庭的风险共担传统使得家庭在

户加总起来达到 304 户。考察获得贷款农户的家庭

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生存成本时，会选择通过增加

[8]

基本资源特征，与贺莎莎 对湖南省农户借贷行为

非农收入进行融资[10]。也就是说，当家庭生产经营

考察的结果一致，即少数资金需求量大的非农经营

遭遇困难时，农户会通过一些非农业方式获得收

农户依靠正规金融贷款。可见，贷款服务总体使用

入，进而使家庭正常运转，即黄宗智[11]的“拐杖逻

程度非常低，普惠化程度不高。

辑”。而当家庭内部的非农业收入也无法抵补家庭
生存成本时，农户会争取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当

表 3 农户基础金融服务使用情况
存款

汇兑结算

没使用过=1

70

196

极少使用=2

68

46

偶尔使用=3

110

经常使用=4

168

加权得分

2.90

代理

贷款

*

这一途径遭到排斥时，农村社区圈层社会的结构使

42

262(未申请)

得家庭谋求民间熟人信贷，如果这一渠道也不能得

22

152(申请)

到满足，家庭会转向高利贷，从而产生很高的风险。

44

190

110(批准)

120

152

42(没批准)

2.21

3.11

此外，随着家庭经济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充，汇兑和
代理服务也成为家庭金融需求的一部分。可见，家

0.29

注：*贷款一栏的情况比较特殊；加权得分按没有贷款排斥为 1 和

庭经济结构是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
此外，在贺莎莎[8]、白永秀[12]、童馨乐[13]等人的研

有贷款排斥得分为 0 计算。

综上可知，农户对于各项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

究中，将户主个人特征也纳入模型以分析农户信贷

程度不同，对于存款和代理服务的需求程度高，对

和融资选择。根据前述分析，笔者从 3 个方面选取

于贷款和汇兑结算服务的需求程度低。四项基础金

10 个变量构建模型分析农户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的

融服务都存在完全不需要(基本不需要)的农户，这

影响因素，具体变量见表 4。

表 4 变量的选取与赋值
变量
家庭对四项金
融服务的需求
程度(Y)

家庭特征

赋值

均值

方差
1.30

存款(Y1)

1=非常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非常大

3.33

汇兑(Y2)

1=非常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非常大

2.84

1.28

代理(Y3)

1=非常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非常大

3.12

1.14

贷款(Y4)

1=非常小，2=较小，3=一般，4=较大，5=非常大

2.71

1.43

收入水平(X1)

1=下等，2=中下等，3=中等，4=中上等，5=上等

3.02

1.04

非农收入(X2)

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收入(元)

347

35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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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变量

人口(X3)

户主特征

金融供给

均值

方差

≥1

4.51

1.69

是否有外地就读学生(X4)

1=有，0=没有

0.67

0.75

成员最高受教育水平(X5)

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7

3.83

1.74

52.31

11.45

2.34

1.24

家庭人口数

赋值

年龄(X6)

户主年龄(岁)

当前就业情况(X7)

1=务农(非村干部)，2=村干部，3=务农+务工，4=务工或经商

是否曾经有正式工作(X8)

1=有，0=没有

0.09

0.28

是否曾经外出务工(X9)

1=有，0=没有

0.48

0.50

到最近银行距离(X10)

家庭到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公里)

4.26

4.20

注：成员最高受教育水平的具体含义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中专，4=高中，5=大专，6=本科，7=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根据因变量特征，笔者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对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笔者首先检验了自变量之

农户四项基础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

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

分析，函数的基本形式如下：

关。同时，在线性模型中的方差膨胀系数均不超过

Y1 = α0 + ∑ αi X i + μ

(1)

2，故此判断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Y2 = β0 + ∑ βi X i + μ

(2)

为避免可能的异方差问题，笔者采用稳健性回归，

Y3 = γ 0 + ∑ γ i X i + μ

(3)

回归结果见表 5。

Y4 = λ0 + ∑ λi X i + μ

(4)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收入水平

存款需求
0.401

代理需求

***

0.367

(-4.73)
非农收入

(-4.39)

3.31E-07

2.59E-06

(-0.16)
家庭人口

(-1.06)

0.0383

-0.00773

(-0.68)
是否有学生在外地读书

-0.246

*

(-1.98)
成员最高受教育水平

-0.0731

(-1.27)

(-0.45)

(-3.63)
0.636***

0.0834
(-0.51)

家庭到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

(-0.44)

1.091***

(-2.65)
户主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3.62)

0.000692

0.00413

(-0.05)

0.115**

0.058

(-0.12)

0.893***

0.175***

3.67E-06
(-1.01)

-0.128

-0.00869

(-2.53)
户主是否有正式工作经历

4.39E-06
(-1.61)

0.132
(-1.39)

0.054

(-1.11)

0.178**

(-3.1)

贷款需求

(-2.09)

0.00813

(-1.77)
户主就业情况

0.271

** *

(-3.49)

(-0.76)

-0.0158*

汇兑需求

(-0.18)

-0.0424

(-1.30)
户主年龄

***

(-0.37)

0.000283
(0.00)
-0.304476***
(-3.84)
-1.202568*
(-1.89)
1.021***
(-2.67)
0.351**
(-2.05)
0.01
(-1.46)

-0.00649
(-0.12)
-0.0270***
(-3.57)
0.0362
(-0.53)
-1.022***
(-3.41)
0.15
(-0.92)
-0.00537
(-0.45)

注释：*、**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程度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1) 存款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从表 5 可

的判断相一致。同时，家庭是否有学生在外地读书，

以看出，家庭收入水平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对存款服

对农户的贷款需求有负向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

务的需求，且在 1%的程度上显著。这表明，农户

研究对象居住在偏远的农村腹地，而随着撤点并校

[9]

以及学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很多农村学生需要到

收入水平越高，对存款服务的需求越高。这与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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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甚至是更远的地方就读，上学开支自然会随之

大，这需要通过贷款来缓冲这些生活性资金需求，

增大。户主年龄越大，家庭的存款需求越低。这可

因而贷款需求越多。户主年龄对家庭贷款服务需求

能是因为户主年纪越大，储蓄的金融习惯越缺乏。

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通过 1%程度上的显著性检验。

户主非农就业的家庭存款需求大，这一方面可能是

可能的原因是，户主年龄越大，家庭生产性安排稳

因为非农就业增加了家庭的可存款数量，另一方面

定，通过借贷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比较小，因而贷

可能是因为非农就业促进了家庭对金融服务的需

款需求也就少。还有一种可能是，户主年龄越大，

求和使用。最后，户主是否有正式工作经历也正向

家庭积累的社会资本可能也就越多，而这些社会资

影响家庭的存款需求，这可能是因为通常情况下，

本也可能为家庭融资提供帮助，因而贷款需求少。

企业会通过银行存款结算支付员工工资，从而促进

户主有正式工作经历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负向显

了农户存款习惯的形成。

著性影响，且通过 1%程度上的显著性检验。可能

(2) 代理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家庭收入水

的原因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正式工作经历增加了

平正向影响农户对代理服务的需求，且在 1%的程度

农户的收入，进而缓解了农户的资金需求，使得家

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使用各

庭对信贷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正式工

种代理服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代理服务的需

作经历增加了户主社会资本，而这些社会资本增加

求自然也就越高。户主是否有正式工作或者外出务

了家庭通过贷款以外的渠道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因

工经历，对代理服务的需求程度也有正向影响。可

而农户对贷款的需求减少。

能是因为正式或者外出务工期间，对代理服务的使
用或接触形成了农户使用代理服务的习惯，因而增

四、结论及其启示

加了农户家庭对代理服务的需求。

上述分析表明，农户对四项基础金融服务的需

(3) 汇兑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家

求程度较低，需求程度也存在差异。在四项金融服

庭收入水平正向显著影响汇兑服务需求，且在 1%

务中，存款和代理服务的需求程度高，而贷款和汇

的程度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家庭收

兑服务的需求程度低。但是，都存在完全不需要或

入水平越高，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越多，对汇兑服务

基本不需要四项基础金融服务的情况。各因素对农

的需求也就越大。家庭人口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家庭

户四项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具体地，

的汇兑服务需求，且在 1%的程度上通过显著性检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户对存款、代理和汇兑服务

验。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越多，家庭与农村社区以

的需求越强；家庭规模越大，对汇兑和贷款服务的

外世界的联系也就越多，如外出务工、子女在外地

需求越大；而户主年龄则对农户的存款、汇兑和贷

上学等，都可能增加家庭对汇兑服务的需求。户主

款需求有负向显著性影响；户主非农化就业的家庭

年龄对家庭的汇兑服务需求有负向显著影响，并且

对存款服务的需求大，而对汇兑服务的需求小；户

在 1%程度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户

主是否有正式工作经历，对家庭的存款、代理和汇

主年纪较大的家庭倾向于老龄化，农村这样的家庭

兑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而对家庭的贷款需求有负

与外界的经济联系非常少，对汇兑服务的需求少。

向显著性影响；户主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的

户主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的汇兑服务需求

代理和汇兑需求有正向显著影响；家庭到最近金融

有正向显著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汇兑是外出务工

机构的距离对四项金融服务需求的影响没有通过

收入返回家庭的主要途径。

显著性检验。

(4) 贷款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家

这说明，在本文的框架下，家庭经济社会结构

庭人口对贷款服务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

决定了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非金融供给决

5%程度上的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规模越

定。因此，提高农户对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发

大的家庭，进行生产性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进而

挥农村金融政策作用，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首先，

贷款需求也就越大；另一方面，规模越大的家庭，

对于金融供给方来说，需要意识到农户对于四项服

出现生产性需求以外的资金需求的可能性也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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