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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自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格萊氓銀行以來，小額信貸作爲一種新型

扶貧手段已發展出較爲成熟的運作模式。小額信貸于 90 年代初期進入中國，在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等機構的聯合推動下

獲得早期發展，目前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既包括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和中國農村信

用社等國有銀行體系成員，也包括民間非政府組織和商業公司等，其服務對象主

要爲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由于中國較爲特殊的社會與政策環境，小額信貸機構的

發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有其獨特的軌迹。爲深入瞭解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

的生存環境、發展現狀並探索其前景，本研究以中國四川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兩

個小額信貸項目爲主要考察對象，以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爲主要方法，進行了

爲期共三個月的調研。 

研究發現，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形容的“差序格局”已不再適用于描述

本研究所觀察到的中國農村社區。正如 Giddens 所指出的，前現代和現代世界中

信任模式存在差异，中國農村原有的地域性信任結構在現代化轉型中也面臨斷裂。

本文試圖指出，中國小額信貸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種種難以避免的制度性問

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原有差序格局改變，來源于親緣、地緣和傳統的信任

結構解體，農村社會對于制度的依賴性提高；當制度不適應信任結構的轉型，便

産生了信任的斷裂。爲保證其良性發展，小額信貸機構應當及時調整其制度設計，

以適應信任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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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介紹 

 

自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格萊氓銀行以來，小額信貸作爲一種新型

扶貧手段已發展出較爲成熟的運作模式。小額信貸或曰微型金融（Microfinance）

旨在顛覆傳統金融機構的信貸理念，爲底層貧困者提供無抵押貸款，力圖激發借

款者的能動性，鼓勵其自行創業並償還貸款及利息。小額信貸機構通常采用小組

擔保模式，試圖利用借款者之間的社會資本替代物質抵押；又通過每周集會和還

款等機制，督促借款者分期還本付息。這種新型的金融服務自稱爲以往無法從正

規金融系統獲得貸款的窮人提供了脫貧機會，同時能保證自身穩定運轉乃至盈利，

因此獲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青睞。 

小額信貸于 90 年代初期進入中國，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中國

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等機構的聯合推動下獲得早期發展，目前提供相關服務的

機構既包括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和中國農村信用社等國有銀行體系成員，也包括民

間非政府組織和商業公司等，其服務對象主要爲農村地區貧困人口。部分私人貸

款公司雖然自稱提供小額信貸，但其主要客戶爲中小企業，貸款額度也相對較大，

並不符合本研究試圖討論的小額信貸機構定義，因而不在本研究範疇之內。 

目前，國際學界對于格萊氓銀行、菲律賓農村發展銀行等機構的研究爲數衆

多，却鮮見對中國小額信貸機構的分析；現有研究也大多依賴間接資料，缺乏詳

實可信的實地考察。此外，由于小額信貸屬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因此過往學術研

究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大多采用量化分析手段；然而由于中國較爲特殊的社會

與政策環境，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有其獨特的軌迹。因此，

爲深入瞭解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的生存環境、發展現狀並探索其前景，本研究

以中國四川省、內蒙古自治區和江蘇省的三個小額信貸項目爲主要考察對象，以

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爲主要方法，進行了爲期共三個月的調研。 

研究發現，由于國家政策、經濟轉型、城市化與全球化加速等多方面原因，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形容的“差序格局”已不再適用于描述本研究所觀察到

的中國農村社區。正如 Giddens 在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一書所指出的，

前現代和現代世界中信任模式存在差异，中國農村原有的地域性信任結構在現代

化轉型中也面臨斷裂。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的十餘年間，中國農村

人口流動性進一步增强，相對隔絕的農村經濟體系遭到打破，舊有的文化與價值

體系也受到衝擊，而恰恰在同一時間，小額信貸機構開始在中國農村扎根發展。

本文試圖指出，中國小額信貸機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機構、信貸員與貸款者之間

相互猜疑的困境，出現了種種難以避免的制度性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原

有差序格局改變，來源于親緣、地緣和傳統的信任結構解體，農村社會對于制度

的依賴性提高；當制度不適應信任結構的轉型，便産生了信任的斷裂。爲保證其

良性發展，小額信貸機構應當及時調整其制度設計，嘗試利用現存的農村社區信

任結構，並在一定範圍內重建面臨瓦解的原有信任結構。 



 

二、文獻回顧：信任關係及其轉型 

 

    信貸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信任”，亦即出借方對貸款者能够按時還本付息的信

心；與信任相對應的則是“風險”，亦即貸款者無法按時還款所造成的損失。在無

物質抵押和擔保的小額信貸模式中，機構如何建構對貸款者的信任和避免風險成

爲一個核心命題。事實上，信貸工作中的置信對象並不局限于貸款者，信貸機構

對信貸員的信任、貸款者對信貸員和信貸機構的信任、貸款者小組內部的相互信

任也成爲機構能否順利運轉的重要因素。那麽，信任究竟由何而來？中國農村是

否有適宜小額信貸機構成長的信任土壤？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信任本身是一個極爲複雜和模糊的概念，心理學、政治

學、社會學、人類學對于信任這一概念皆有其解讀角度。Luhmann（1979）認爲

信任是一種生存策略，它將錯綜複雜的環境與人際關係簡化爲二元的“可信”與

“不可信”，協助行動者做出決定。Fukuyama (1995)從文化角度出發，認爲信任是

社群對彼此誠信與合作的期待，依賴于社群成員在文化與歷史脉絡下形成的價值

觀，它能够强化人際關係的和諧運作，促進德行與繁榮。Coleman(1990)從理性

選擇角度出發，認爲信任是個體通過理性計算而决定相信他人未來行動的賭博，

也是構成社會資本的重要內涵。Barber(1989)認爲信任是行動者彼此之間寄予對

方的期望，即相信對方能够履行其信用義務。 

彭泗清（2000）將西方學界對信任的研究總結爲四種取向，分別將信任視爲

由情景刺激决定的個體心理和行爲、個人人格特質的表現、人際關係的産物和社

會制度與文化規範的産物；其中與私人信任（Personal Trust）相對，Luhmann（1979）

的“系統信任”（System Trust）、Zucker(1986)的“制度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

與 Shapiro(1987)的“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皆指的是宏觀層面上個體對

社會制度及專業系統的信任。 

王怡文等（2006）認爲，西方學術脉絡下對信任的定義多基于個人主義和社

會交換基礎之上，對于解釋華人社會中由“關係”而生的信任欠缺力度。但在

Seligman(1997)、Luhmann(1979)、Coleman(1990)等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西方學

者並非忽視以私人關係爲基礎的信任，而是强調在由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

型過程中，建基于親緣與地緣之上的情感信任逐漸消退，建基于制度、系統和理

性計算之上的信任占據了社會生活的核心位置。當個人主義和社會交換成爲西方

社會信任結構的主流，研究者也就漸漸忽視了以親緣與地緣爲基礎的特殊信任，

轉而分析以理性交換、專業技能和系統爲基礎的一般信任。因此，與其說華人社

會中的信任類型有別于西方社會，不如說華人社會從前現代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滯

後于西方國家，信任結構的改變尚未開始或正在發生，因此仍舊呈現出前現代或

混合型的信任結構。 

Giddens（2000）將信任定義爲“對一個人或一個系統之可依賴性所持有的

信心，在一系列給定的後果或事件中，這種信心表達了對誠實或他人的愛的信念。

或者，對抽象原則（技術性知識）之正確性的信念。”（頁 30）。信任是在信息

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因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個體借助信任來降低對風

險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保護其本體安全。 

Giddens 進而指出，在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中，信任關係的條件存在根本

性區別。前現代條件下的信任關係依托于親緣關係、地域化社區、宗教宇宙觀以

及傳統這四項地域化情境，而現代條件下的信任則建基于穩固的社會紐帶、抽象



體系以及未來取向的非實在論。總體而言，前現代條件下，地域性信任具有極端

的重要性；而現代條件下，信任大多處于被“脫域”的抽象關係中，其產生和延續

依托于制度、系統而非個人關係。這是因爲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前現代文化的四

種地域化信任情境面臨脫節：親緣關係不再是高度組織化的跨越時空的關係紐帶，

宗教與傳統的影響也日漸衰落；由于現代交通工具提供了迅速、頻繁而恒定的流

動方式，前現代情境下相對凝固和隔絕的狀態早已被打破，地域化的本地性安全

遭到消解。相較而言，前現代文化中的風險環境來源于物質世界的自然灾害或人

類暴力等，現代文化中的風險環境則來源于現代性的反思性、工業化後的戰爭暴

行以及科技的失控。 

前現代背景下，信任根植于親緣、地域、友誼等個人紐帶之中，制度化的個

人紐帶和非正式化的傳統規則共同構建了傳統的信任框架。然而在現代化情境下，

人們有著“强烈的想尋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地組織起來的

個人聯繫”（頁 103），于是抽象體系的發展使得對非個人化原則的信任成爲構建

社會關係的基本元素。 

Seligman（1997）認爲 Giddens 的分析將“信任”（Trust）與“信心”（Confidence）

混爲一談，不利于明晰概念。Giddens 的信任包含個人之間的信任、建基于制度

化的個人關係之上的信任以及對抽象系統的信任，而 Seligman 贊同

Luhmann(1979)的分類方式，主張將對抽象系統的相信歸類爲“信心”而非“信任”。

但即使排除制度元素，Seligman 同樣認爲，自從宗教改革以來，歐洲社會的地緣

與親緣關係被打破，以血緣和地域爲紐帶的特殊信任越來越多地轉化成爲陌生個

體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一般信任，而在這種信任之上構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社會，

成爲近兩百年來現代社會的主要挑戰。此外，Seligman 也指出，對于政府和政治

制度等社會系統的信任與個人之間的信任呈現正相關。 

Giddens 對于信任轉型的描述，在研究中國農村近年來的社會變遷時具有强

烈的啓迪意義。Fukuyama(1995)之所以將中國歸類于“低信任社會”，是由于前現

代文化下的中國社會信任結構高度依賴于親緣和地緣决定的特殊信任，因而不符

合西方現代文化視野中的一般信任標準。費孝通（1998）筆下的中國農村以土地

爲核心，農民世世代代以農業爲生，若非經歷戰亂或灾害，一般不會産生大的遷

移。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其前提條件是當時相對封閉的農村環境、較低

的人口流動性水平、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血緣與地緣合一的特殊社區條件以及

極其緩慢的社會變遷速度，亦即 Giddens 描述的“前現代”文化情境。在這些因素

共同作用之下，中國農村發展出人情與利益相交織的信任模式，這種信任來源于

“熟悉”和“規矩”而非契約和法律，亦即建立于親緣、地域和傳統之上。鑒于中國

傳統農村缺乏具有組織性和明確教義的宗教，Giddens 筆下由宗教延伸出的信任

並不適用；事實上，中國農村特定的民間信仰即使對信任關係有所影響，也可歸

于地域和傳統這兩項因素之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鄉村之間以

及鄉村通往城鎮的流動性大大增强；當農業生産難以滿足農村家庭日常生活與後

代教育和嫁娶的開支，離鄉背井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打工的農民越來越多，封閉

和隔絕的經濟與社區環境被打破。單一的農業生産模式轉變爲手工業者、小商戶、

鄉鎮企業成員、城鎮打工者等多重身份的農村居民混居的局面，原本自給自足的

經濟模式與更廣闊的社會市場接軌而産生相互交換和影響。於是，農村生活日漸

由費孝通所言的“禮俗社會”走向“法理社會”，亦即由 Giddens 所言的“前現代文化”

走向“現代文化”。 



越來越多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鄉村正在急速發生的轉型，如鄭也夫（1993）

認爲，中國的“差序格局”是特殊主義信任結構的極致形式，而隨著中國社會的轉

型，信任系統由特殊信任拓展爲一般信任，信任感也開始變得弱化而單一；孫立

平（2003）認爲中國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發生了社會、經濟與文化層面的“斷

裂”，而農業的贏利能力迅速下降，農民無法通過農業生産滿足生活需求，因而

大量涌向城市；丘建新與童星（2006）在對農村“標會”的研究中發現了信任文化

的解體，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以及傳統價值觀的斷裂，具有深厚信

任文化的社區開始出現廣泛的社會誠信危機，原本建基于親緣與地緣關係的“標

會”難以爲繼；賀雪峰（2008）認爲，當前中國鄉村已經由“熟人社會”走向“半熟

人社會”，家庭私密性增加，村民串門聊天减少，農民之間出現了就業多樣性和

异質性；陳柏峰（2011）則指出，中國鄉村與城市社會的生活邏輯越來越趨同，

原本的“禮俗——法理”二元分析框架已經不再適用。 

王紹光、劉欣（2002）按照關係親疏將置信對象劃分爲親人、朋友、熟人和

陌生人四類，王怡文等（2006）則依照相似邏輯將人情關係區分爲家人、熟人、

陌生人三種類別，並指出華人社會中具有五種信任原型：基于血緣關係的血親信

任；基于情感與認同的滋生信任；基于文化傳統的習俗信任；基于專業知識能力

的專業信任；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計算下形成的制度信任。其中，信任策略取决

于信任基礎：親人之間的信任由情感和認同出發，陌生人之間的信任主要建基于

社會規範制約之下的利益交換和專業信任，而熟人間的信任則是二者的混合。然

而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社會，由于人口流動性增强和市場經濟的介入，親人關係圈

急劇收縮，朋友與熟人關係圈出現邊界模糊，而原本意義微渺的陌生人關係圈逐

漸擴張。在親緣、地域與傳統這三種信任情境悉數瓦解的背景下，原本依賴特殊

信任而發展的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暴露出種種制度問題，因而面臨著前所未有

的轉型危機。 

 

三、研究對象：小額信貸機構的困境 

 

爲了深入瞭解小額信貸在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我們對位于四川省和內蒙古

自治區的兩個非政府機構分別進行了個案研究，並對其機構創始人、領導者、信

貸員和貸款農民進行了時長半小時到兩小時的訪談，共計訪談 36 人。研究發現，

儘管兩個機構的規模、組織結構、人員構成、貸款規模及其所處地域的經濟發展、

歷史脉絡和文化背景都有所差异，但在日常工作中，兩個機構體現出相似的發展

困境——原本作爲小額信貸核心原則之一的小組借貸模式面臨失效，信貸員在操

作中背離規範，而機構原本服務于赤貧農戶的公益性目標也出現上移。種種問題

嚴重地阻礙著機構的工作，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機構、信貸員與貸款者之間的

尷尬關係。我們認爲，這些問題事實上是由于機構信貸制度不能適應信任結構轉

型所造成的。 

 

1. 機構簡介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的 A 協會成立于 1997 年，是在當地民政局注册的非營利

組織，最初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援助下執行項目，額度爲 100 萬美元，

其中小額信貸扶貧作爲核心部分，以 40 萬美元的循環金起步。該項目由 1999

年開始放款，到 2000 年底項目結束時，已放款 451 萬元，賬面還款率爲 100%。



2001 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再次合作，開展“可持

續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SMAP）”，A 協會再次被選爲四個項目點之一，並借

此由項目執行轉入機構建設階段。目前，協會共有三個分支機構，每個分支機構

有固定辦公室，下轄多名流動信貸員，在四個旗縣區的 8 個鄉鎮開展小額信貸扶

貧業務，全職與非全職工作人員共 25 人。協會名義上從屬婦聯，但機構的日常

工作能够脫離政府獨立運轉。 

A 協會的工作規定：“貸窮不貸富，貸女不貸男，貸短不貸長，不用抵押，

小組聯保，整借零還，强制儲蓄，中心會議，可持續利率，項目自選，技術培訓，

嚴格紀律。”根據協會規定，貸款只借給 18-55 歲的具有勞動能力的婦女，貸款

者應有創收項目或創收計劃，同時戶主需支持並同意貸款。首次貸款額度是 2000

元/戶，名義利息是貸款總額的 8%，實際年利率 14.9%。首次貸款還清之後，再

次貸款可增加 500 元，最高可貸 3000 元。常規貸款到第五個月，若還款記錄良

好，就可以套接整還貸款；整還貸款每人可借 2000 元，年利率爲 16%。 

協會貸款采用無抵押五戶聯保制度，即貸款者自願結成五人小組，每 2-7 個

小組組成一個中心，簽訂聯保合同；若有組員無法還款，則由其他組員代還，同

時小組下一輪貸款會受到影響。聯保貸款必須在中心會議上還款，還款周期起初

依照格萊氓模式采用每周一次，後因客戶表示太麻煩，改爲每兩周還款一次；由

于操作上仍然存在困難，目前已開始試行月還款制度。此外，A 協會曾依照格萊

瑉模式實行小額强制存款，但因數額過小，即使出現拖欠也無法彌補損失，且導

致還款手續過于繁瑣，因此已經取消。 

用戶申請貸款後，信貸員會進行入戶調查，主要核實申請者的家庭財産及生

産經營情况，包括住房、農機具、家電、飼養禽畜、土地、糧食、其他收入等，

通過計算資産淨值和年人均收入確定其能够承擔的貸款額度。而後，信貸員將申

請者資料整理上報，由協會理事會批准貸款。 

 

位于四川省的 B 協會于 1996 年在縣民政局注册，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和國務院《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建立的非營利性民間組織，其主管單位爲

縣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委員會。B 協會在國內屬於時間最久、名聲最響的小額貸款

機構之一，與友成基金會、格萊氓基金會、壹基金、紅十字基金會、老虎伍茲基

金、國際小母牛組織、社會發展項目、小額貸款評估系統等基金會和組織都有合

作項目，也曾多次獲得壹基金典範工程等獎項。協會現有正式員工 23 人，內設

信貸部、監管部和市場推廣部，下轄七個分支機構，其中包括四個獨立核算的分

支機構， 此外還幫助成立了 22 個以村爲單位的村民互助基金。除固定工作人員

外，協會還有志願者長期支援。協會的固定資産兩輛汽車和一棟三層小樓，有獨

立的辦公室、會議室、檔案室、培訓室等，設備條件相對較好。 

B 縣目前共有 107 萬人，875 個村，58 個鄉鎮，占地 169170 公頃，其中耕

地 43275 公頃。縣內地形以山地爲主，道路蜿蜒崎嶇，土地貧瘠，交通不便，多

有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時，該地區無江河川流，地理條件和氣候並不適

宜種植，旱澇灾害常年發生；耕地貧瘠，耕作困難，産量較低。此外，由于歷史

移民原因，四川山區人口比盆地地區人口還要密集，人多地少問題十分突出。因

此，在當地從事農業生産較爲困難，難以形成規模，多爲自給自足式生産。 

B 協會的服務範圍是各分支機構轄區內從事農業生産、家庭養殖、小型加工

業、服務業和工商業的經營者。依照規定，單筆貸款最高限額爲 3000 元，分爲

一年期、半年期和三個月期三種，還款後可以續借；名譽年利率 9%，每半月等



額還款一次，由客戶到分支機構辦公室辦理。B 協會曾經采用格萊瑉小組模式，

但因效果不佳，目前已經全部改爲個人貸款模式。 

B 協會的工作流程如下：貸款客戶到各分支機構辦公室申請，信貸員接待客

戶並予以登記，而後約定時間入戶調查其住房、住房、經營場地、資産和負債、

貸款及項目的真實性、貸款抵押物的合法性、還款能力和信譽度等，並填寫客戶

調查表或經營活動確認表，收集客戶身份證、戶口簿複印件。此後，分支機構主

任將逐戶核實信貸員遞交材料的真實性，並召開貸款審批會議，若分支機構三名

工作人員全部同意，則允許放款。  

1995-1997 年，協會處于項目執行階段，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提

供技術和資金援助。2004 年之後，協會按照企業經營模式實行崗位風險股份制

度，通過讓員工入股的方式來提高他們對監管資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2010 年

換用新的電腦管理系統之後，發現之前掩蓋的風險問題，因此從 2011 年 4 月份

開始减慢乃至暫停了貸款發放，集中精力解决之前遺留的風險貸款，並爲配合新

系統進行監管制度改革。2011 年 8 月底重新開始發放貸款。2008 年，協會發放

貸款 1200 萬元；2009 年發放貸款 1500 萬元；2010 年發放貸款 1700 余萬元。 

 

2. 機構運作中的信任問題 

 

2.1 客戶轉型與風險提高 

2007 年，在經濟危機衝擊下，大批企業倒閉，在外打工的農民受到波及，

小額貸款機構收款也一度面臨困難。在 B 縣，2008 年四川地震後，衆多農戶遭

遇房屋倒塌和勞動力傷亡，更是雪上加霜。後來受國家四萬億政策拉動的影響，

小額貸款機構工作曾略有起色；但 2011 年以來，由于急刹車式的緊縮經濟政策，

農民和小商戶又受到很大程度的波及。 

在我們進行調查的兩個地域，農村社區的轉型都是在近十年內加速發展的。

20 世紀 90 年代末，農民還不好意思進行經營，他們覺得在市場上買賣農産品是

很丟人的事。B 縣一位貸款農婦向我們形容道：“一開始賣菜的時候，我都覺得

抬不起頭來，到處都是熟人看我，丟人啊。現在就好了，大家都在市場上。賣東

西總比埋頭種地來錢快。”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越來越發現“賣東西來錢”，

于是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向市場。在這一轉型期，協會服務的主要對象變成了小商

戶，他們處于很不確定的游離狀態，極大地增大了小額貸款的風險。據 B 協會

工作人員估算，2007 年以前，農戶占借款人的 50%左右；從 2007 年到現在，借

款人結構發生迅速轉變，目前農戶比例已經低于 20%。周鎮的分支機構主任告訴

我們：“現在整個鎮子搞純農業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我們的客戶裏就只有個位

數。說實在的，現在都是實在賺不到錢的，才會留下來搞農業。” 

B 協會理事長高女士在訪談中也多次强調這一變化： 

 

“現在農民向集鎮集中。種地的不種地了，開始去做服務業了。他們的土

地在這裏，所以就做離土地很近的集鎮上去做商業活動。這在我們的服

務群體裏有很大的變遷。最早我們的客戶裏，98%是從事農業生産和畜

牧業的，現在 70%是從事商業的。一個村真正從事農耕生産的農戶已經

只有幾十戶了，更多的是鰥寡孤獨群體，不是爲了生産發展，而是爲了

養老。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在外面打工回來，更多會在鎮子上做一些買

賣。這是四川的特別之處：耕地太少，不像北方十幾畝二十幾畝地擺在



那兒。所以他們必須去打工，去經商。 

 

服務經商的客戶，風險遠大于服務農戶，這是對我們工作的很大一個挑

戰。這群人是中國社會最需要幫助但最沒有幫助的，他們是個體創業，

跟中小企業相比，更得不到金融支持。社會轉型迫使他們轉向這個方向，

但他們又未必有這個能力。創業成功就留下來，失敗就跑去打工了。以

前打工是走一個勞動力，現在有時全家都走了，你一個人都找不到，這

是不是風險？所以非常難做。” 

 

A 協會的客戶也存在大批出外打工的現狀，直接影響到中心會議出席率和小

組的組建速度。根據兩個機構的信貸員回憶，農戶向小商戶的轉型近年來一直在

穩定進行，但在 2008 年以前，搞農業搞養殖的客戶還不在少數，風險相對較低。

自 2008 年起開始出現大批客戶轉型爲小商戶的情况。綜合考慮近年來的經濟、

政策和其他環境因素，除了大環境下的城市化與全球化進程之外，我們認爲還有

以下幾項特殊因素影響著這一改變： 

首先，2007 年起，國家對農村教育體制進行了根本性改革，直接導致村小

學紛紛關閉。徹底免除九年義務教育學費後，國家教育撥款按照學生人數進行，

人數較少的村級小學無法獲得撥款而關閉，學生紛紛轉往鄉鎮小學。特別在四川

山區，村落相隔較遠，相當多的孩子需要長途跋涉才能到達學校，因此許多家庭

爲了孩子的教育，便舉家搬離土地，遷入城鎮居住。 

第二，國家近年來推動小集鎮建設，鼓勵農民以舊有宅基地換取集鎮建築用

地，並大力加强集鎮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農産品直接收購價格在市場中長

期低迷，從事農業生産很難保證家庭開支，因此由農村轉入集鎮生活成爲現實選

擇。 

第三，四川地區所獨有的另外一項推動因素，是 2008 年四川地震以後，相

當高比例的當地農戶房屋倒塌，亟待重修或重建，形成了大規模的建房潮，導致

了當地大規模建築市場的興起。往年農民修建房屋不會集中在同一時間段，因此

市場較小，沒有形成行業；2008 年起，建築材料經營和運輸成爲熱門行業，同

時市場上也需要更多的建築工人，因此許多農民放弃了無利可圖的農業和養殖業，

轉而投身建築業。 

兩個機構的理事、分支機構負責人和信貸員都認爲，相較于農戶而言，以商

戶爲主要目標客戶的小額貸款項目面臨更大的風險，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信貸員多爲當地農民，瞭解農業生産周期與規律，對農民借款的目的

和還款能力能有比較清楚的認知。而商戶生産十分多樣，信貸員不可能對各種生

意都有充分瞭解，導致與客戶的溝通和對其還款能力的估算出現困難，審批貸款

便出現不嚴謹的情况。正因如此，在 B 協會信貸員再培訓的課堂上，一位機構

部門主管反復强調： 

“放貸上希望大家要嚴謹一點，不要覺得他沒問題，說我們瞭解他就行了。

你瞭解他以前搞農業，但是你不瞭解他現在搞商業的內部經營到底是什麽

狀况。下半年經濟狀况不好，希望大家管理謹慎一些，管理再加强一些。” 

 

其次，市場經濟對中國農村的傳統價值産生了嚴重的衝擊，這很大程度上是

因爲進入市場的個體農民處于弱勢地位，往往被强勢市場所欺壓，因此他們對人

的信任感降低。一位分支機構信貸員嘆息道： 



“以前的工作要容易很多，農民都老老實實的。現在是被欺負慣了，也不覺

得欠錢可耻了。現在的社會價值啊，覺得誰不還錢誰就有辦法，誰還錢誰

就是太老實。整個社會，不騙就沒法生存，我們的工作真是比以前難做好

多。現在連過年的時候都有很多人偷東西，就有人來把機構的空調都偷了。

要是以前，哪有這種事？” 

 

第三，農業社會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區，若不還錢面子上過不去，有

較大的社群壓力。而小商戶常年在外，流動性很强，失去了地緣和血緣關係，相

比之下並不在乎周圍人的看法。A 協會一位辦事處會計表示： 

“他們現在不是在社區裏，而是在市場上。以前的村落裏，你要欠錢不還，

可能都娶不到媳婦，大家都唾弃你，都不跟你合作。現在可好，走在鎮子

裏，誰知道你借錢不還？以前鄉里有個媳婦不孝順，大家都不跟他組成小

組。現在誰還知道別人家裏的事兒？” 

 

第四，全球化的條件下，小商戶受經濟環境影響更爲直接和明顯。在近年來

金融危機和金融政策的衝擊下，許多小商戶經營不景氣，直接導致還款難的情

况。  

 

從幾位信貸員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都傾向于拿“現在”與“過去”對比，

話語間隱藏著“今不如昔”的感慨，這從側面驗證了爲熟人社區所設計的機構制度

不再適合目前農村社區的信任結構，導致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危機感增强。相較

而言，小額信貸服務更適合在經濟相對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社區中發展，而

在農業向小工商業轉型的地區，高流動性使得信貸風險提高，建基于血緣和地緣

的特殊信任不復存在，小農經濟之下的社會傳統也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擊。前現代

條件下的信任結構發生斷裂，而現代條件下的一般信任所仰賴的可信制度却尚未

形成，因此，小額信貸機構的制度與操作出現了滯後。 

 

2.2 小組聯保模式的失效 

A 協會仍然采用格萊瑉銀行最初采用的五人小組聯保模式，每兩周或每月舉

行一次中心會議。然而，在參與觀察中心會議時，我們發現小組成員之間的交流

很少，似乎並不相熟，而對借貸者的訪談也證實了這一點，一位小組長這樣告訴

我們： 

“有些人是鄰居，有些是介紹的，因爲協會說一定要五個人才給借錢嘛，還

不能是親戚。現在來往也少了，平時都在打工啊看店啊，哪裏有工夫串門

子。我們這個組也是新的，現在這點錢都不够花，我看她們借完這一輪可

能也就不借了。我們也就是中心會議的時候見一面，平時碰見了打個招呼，

也不怎麽聊的。小組和中心其實也沒啥差別，都是開會的時候聚一塊兒。” 

 

儘管格萊氓模式鼓勵貸款者在中心會議中相互交流，但在實際操作中沒有得

到相應體現。通過五次參與中心會議，我們觀察到的工作流程是：中心會議負責

人點名；信貸員依次念出貸款者姓名並收取該周期應還款項；會議就此結束，持

續時間不到半小時。信貸員向我們解釋說：“最近是忙季，大家哪有時間放在會

議上？以前多少還有點交流，現在就是還錢。他們也是爲了借錢凑到一塊兒，做

的生意又不一樣，沒什麽好談。” 



在我們出席的五次會議中，均有人缺席或頂替開會；例如其中一次由 15 位

貸款者（即 3 個小組）組成的中心會議上，有 3 人因外出打工而請假，另外有兩

名男性代替家屬來開會，可見中心會議制度的貫徹存在一定困難。據信貸員介紹，

中心會議出席率在農忙時節約在 60%，農閑時則在 80%左右。此外，由于出外

打工者逐年增多，也導致出席率不及以往。一位貸款者嘆息道：“不打工怎麽活？

靠那點地，吃啥？孩子上學怎麽辦？現在家家戶戶都得出去打工，哪裏跑得回來

整天開會聊天？” 

劉西川等（2007）的研究同樣提及，小組借貸模式往往流于形式，有些組員

是機構安排，甚至互相不知對方姓名。原本應當建基于熟人社區的貸款小組，如

今轉變爲利益交換高于情感的工具關係，小組成員之間未必互相瞭解，信任程度

亦大打折扣，一旦出現問題，自然不願意相互爲對方承擔責任。正如 A 協會一

位辦事處會計向我們坦承： 

“還是城鎮擔保風險小，畢竟是有固定工資的人給擔保。農村聯保就只能靠

信譽了，現在可能還沒大事，不過誰也說不準，萬一還不上怎麽辦？打工

的這麽多，到哪裏去找人？信貸員自己的工資都養不活家裏，她們也得搞

副業，能讓她們賠給你嗎？小組成員也是爲了借錢凑到一起，真出了問題，

誰願意替別人擔著？” 

 

而 B 協會已經放弃了小組貸款模式，據其創始人和現任理事長高女士介紹，

協會决定全部采用個人貸款的原因如下： 

首先，協會覆蓋地域較廣，且四川山區村民居住非常分散，組建小組和召開

中心會議都非常不方便；此外，隨著農村經濟轉型，借貸者的經營模式愈發多元

化，大家的貸款需求不一致，有不同的季節性和時間要求，因此越來越難組成小

組。 

其次，由于經常出現多人分別貸款後將款項集中到一個人手裏進行投資的違

規情况，協會十分警惕借款農戶反而會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協會，因此寧願農戶

以個人形式貸款； 

第三，按照中國銀監會規定，協會不具備吸儲資格，因此小組模式下最重要

的聯保功能無法通過强制儲蓄實現，即使出現拖欠，也無法靠小組儲蓄彌補損失，

而其他組員往往並不願意幫助拖欠者清償欠款，小組擔保名存實亡。 

可見，一方面對貸款者而言，挑選值得信任的夥伴來組建小組成爲越來越難

的任務，即使組成小組，成員之間也並不願意互相承擔清償責任；另一方面，協

會對客戶的違規貸款行爲十分警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意識地防止客戶聯合起

來，這對小額信貸機構設計小組模式時的初衷形成了莫大的諷刺。 

然而放弃小組貸款模式後，工作人員也承認，無抵押、無擔保的個人貸款，

將面臨非常高的風險。據理事長估計，協會現在優質貸款有 600 萬元左右，問題

貸款則有 100 萬左右，每年大約有二三十萬的貸款是賬面上做出來的“虛假利潤”，

亟待厘清。在協會歷史記錄中，我們看到幾起典型的拖欠事件：永鎮分支機構在

2005 年由于審批不嚴，導致 150 位貸款客戶中出現 17 戶拖欠，拖欠面達 11.3%，

風險約 39388 元；同一時間，周鎮分支機構發現 5 名客戶通過重置貸款的方式以

貸還貸 9474 元，其中新貸款 21500 元。相關事件的責任信貸員都已經被清退，

但理事長和各分支機構主任依然憂心忡忡。 

格萊瑉銀行最初設計小組模式時是應用于流動性極弱的孟加拉農村，它適合

在熟人社區中發揮作用，由借貸者依據其對其他村民的瞭解程度來挑選夥伴；在



這一過程中，品格、感情、傳統都可能發揮其作用，成爲判斷對方是否可信的標

準。在 90 年代初期的中國農村，務農者仍居多數，流動性不强，借貸者彼此之

間知根知底，小組模式尚能適用；然而隨著經濟轉型，農村社區不再是抬頭不見

低頭見的熟人社區，大批打工者涌向小城鎮或大城市，即使逾期還款也不再有當

面撕破臉皮的危險。在這種情况下，小組模式的優勢大大削弱，然而放弃小組模

式之後的個人借貸模式却未能發展出完善的制度標準，因此産生了諸多過渡期的

風險隱患。 

 

2.3 操作與制度的失耦（decoupling） 

在參與性觀察中我們發現，兩個協會的規定與實際操作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制度貫徹並不嚴格，呈現出 Meyer 與 Rowan（1977）觀察到的“失耦”（decoupling）

現象。 

兩個機構的信貸員在實際操作中都對機構規章制度有所變通，例如：不在中

心會議上放款；不及時存款，導致現金滯留；個別中心還款有拖欠，信貸員挪用

提前還款者的款項填補漏洞；信貸員對較熟悉的客戶先簽訂合同、後入戶調查；

對于不符合信貸條件的用戶仍然予以放款等。在 A 協會的工作手册與會議記錄

中，以上違規操作行爲被反復提出，要求信貸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予以警惕。機構

因此編撰了“社區工作隊員實際工作廿不准”條例並予以印刷發放，其中包括“不

准接受客戶的財物、不准借錢借物、不准壘大戶、不准放人情貸、不准替客戶償

還貸款、不准擅自更改中心會議時間、不准擅自停開中心會、不准混開中心會”

等，若有違反則需承擔 50 元到貸款額度 10%不等的罰款。即便如此，在訪問中

依然聽到辦事處主任抱怨： 

“信貸員一跑出去，誰知道他們是不是按照你說的做？反復强調這麽多次，

可是他們自己不理解規則的作用，覺得這些都是多餘，被批評了覺得委屈，

甚至還有信貸員跟客戶亂搞，你說荒唐不荒唐？你管還是不管？有時候客

戶也嫌麻煩，就跟信貸員商量好了造假，我們也不一定能發現。” 

 

依照 B 協會的流程要求，每個分支機構有一個獨立賬戶，貸款由協會總部

審批，將款項撥給分支機構，而後分支機構每天取出現金發放貸款，並將收回的

款項存入賬戶。在這種操作模式下，由于出入現金太密集，當地銀行工作人員不

耐煩，就夥同分支機構工作人員簡化了程序，把每天一出一入兩筆資金並作一筆，

而後只在帳目上做出兩筆現金流。這就導致分支機構工作人員有了做假帳的機會：

可能將提前還貸的款項挪用來填補拖欠款項，甚至可能做假貸款來提高業績。結

果不僅掩蓋了風險，而且擴大了風險。 

我們對 B 協會的三個分支機構複鎮、永鎮和周鎮進行走訪，並對 14 名客戶

入戶調查。在訪問中我們發現，其中6名客戶存在貸款超過機構規定上限的情况，

多爲夫妻或兄弟分別貸款、共同投資。其中，儘管 B 協會章程中明確規定“不准

貸款給長途貨車司機等高風險行業從業人員”，依然有一名從事建築材料長途運

輸的司機成功貸到 4000 元，其妻另外貸到 6000 元，全部投入到運輸生意裏。另

外一對老夫妻貸款用于興建樓房，這直接違背了貸款必須用于“生産性投資”的規

定。針對這些顯而易見的違規現象，我們對三位分支機構主任分別進行詢問，其

中複鎮主任回答道： 

“他們都是老客戶了，信貸員不一定清楚他們拿錢去做什麽，但覺得這個人

信得過，也就貸了。他們都是很能幹的，收入高，還款肯定沒有問題。規



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都照著規定來，我們就不用做工作了。” 

 

永鎮主任則回答： 

“我們很清楚什麽樣的人能還得上錢，卡車司機也沒那麽危險，幹建築來錢

很快的。你看地震以後，現在家家戶戶都在蓋房子是不是？你看哪裏還有

人在種田的，貸款給那些人也收不回來。” 

 

目前，除非貸款者登記在同一戶口本上，兩個協會的貸款制度都難以對貸款

客戶的家庭成員做出判斷，導致一家人可以貸款多筆，累計貸款額度過大而難以

償還；在 B 協會實行分支機構聯網之前，甚至曾出現同一個貸款者到不同的分

支機構貸款多筆，最後無法償還的情况。此外，對于已經出現拖欠的貸款，有工

作人員爲了保證自己的業績，會建議貸款者以家人名義再次貸款以償還上一筆貸

款，使風險進一步加大。更有甚者，可能出現十幾人乃至更多貸款者共同“壘大

戶”的情况。例如，在我們考察期間 B 協會出現的一起案例：一位客戶因爲要做

鋁合金生意，需要較大數額的周轉資金，超過小額貸款項目允許的上限。因此，

他本人、父母和哥哥各借了一筆貸款，全部投入到他個人的生意中。現在父母還

款出現困難，才向協會工作人員承認錢給了兒子做生意。在另外一起案例中，一

個村子的 13 名貸款者共同爲村長貸款，投入到一家水泥廠中，結果由于經營不

善而全部成爲壞賬，貸款者集體拒絕還款。按照協會規定，借款人必須自行還款，

不得以轉借他人爲由拖欠貸款；然而現實中出現問題時，往往很難追討。 

事實上，信貸員主動爲客戶拆借貸款的情况屢見不鮮，甚至對壘大戶現象也

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方面是因爲在績效工資的制度下，信貸員需要通過

貸款數量和績效來獲得提成和獎金，因此他們既希望能够盡可能地多貸出款項，

也需要與客戶合謀來隱瞞風險貸款；另一方面，“壘大戶”通常意味著較大規模的

投資，往往只有村中的“能人”和富戶才會有這方面需求，而對信貸員來說，這一

部分客戶恰恰是安全係數較高的。例如 A 協會一位信貸員對我們說： 

“說實在的，現在誰不想一萬兩萬的借？這麽多年了，年年通貨膨脹，現在

三千塊錢够幹什麽的？大家凑錢開個店開個廠，我們要不要做這個生意？

郵儲也在搞小額貸款，我們不借，他們也會借。再說了，能找到人合夥做

的，這點錢一般也都沒問題，要不然誰跟著他幹？我們巴不得把錢借給會

做生意的人呢。” 

 

然而機構的一位理事却對我們說: 

“我們說過多少次了，壘大戶太危險，還是不聽，客戶也不信，信貸員也不

信，這工作怎麽做？爹借了錢，轉頭就拿給兒子做生意去，還不上就讓我

們去找兒子。我們說，你借了錢，就找你還，讓我們去找你兒子，他認嗎？

還有人找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給他貸款，說他給的利息高。他哪來這麽多錢

給利息？什麽生意來錢這麽快？到時候還不上，還不是我們給擦屁股。” 

 

失耦現象通常是由于機構制度不符合現實情况對機構效率的要求而導致的，

不在實地工作的理事代表著對制度本意的理解，而長期奔波于村落的信貸員代表

著機構運作中的實際操作邏輯。事實上，信貸員不照章辦事的現象從機構設立初

期便一直存在，但以往更多是因爲熟人社區之內信貸員與客戶彼此瞭解信任，因

而履行程序成爲“走過場”。在熟人社區之內，由于血緣、地緣和傳統而形成的信



任關係較爲牢固，因此操作失當所埋下的隱患久未爆發；但如今，當信任背後的

邏輯已經改變，借貸風險大大提高，信貸員的操作習慣却仍未改變，風險貸款便

更容易浮上水面。 

爲什麽在風險提升的轉型期，信貸員未能及時調整其操作習慣？事實上，這

是由于機構制度依然不符合現實而造成的。當小組借貸制度失效，而個人借貸的

審查制度仍未成熟，信貸員便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審查標準。這種標準往往是人情

與理性的混合：一方面信貸員對于自己熟悉的客戶會網開一面，另一方面也會傾

向于對“能人”放鬆規矩。然而事與願違，信貸員采用的操作方式爲機構埋下了更

嚴重的隱患。 

 

2.4 目標上移現象 

孫若梅（2006）和劉西川等（2007）研究發現，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存在

普遍性的“目標上移”現象，即以經濟條件處于中等或中等偏上位置的農戶而非貧

困戶爲主要目標人群，偏離了小額信貸的扶貧主旨。在劉西川等調查的三個小額

信貸項目中的 319 個貸款戶中，19.75%爲中等收入戶，24.45%爲中等偏上收入

戶，26.02%爲高收入戶。對于目標偏離的解釋，第一是從借貸者出發，認爲貸款

小組爲保證自身利益而主動排除了貧困戶的參與；第二是從小額信貸機構出發，

認爲機構爲維持其自身運轉和盈利，考慮到成本和風險因素之後不得不選擇富戶

而非貧困戶作爲其服務對象；第三是從制度和實際操作出發，認爲機構的制度本

身雖是針對貧困戶而設計，但在貫徹過程中出現問題。 

在我們的走訪中也發現類似問題：在兩個機構中抽訪的 26 戶貸款者的經濟

條件全部高于當地貧困綫，且無一從事農業生産；其中甚至有三戶是年收入達 8

萬元的富戶。A 協會一位辦事處主任告訴我們： 

“你不會賺錢，誰願意跟你組成小組？誰都願意跟能人呆在一塊兒，誰都不

願意被懶漢拖累。我們不用挑客戶，客戶自己會挑人，這就是小組的好處。

我們也是要盈利的，不是純粹的搞慈善，不能把錢送到窮人手裏就完了，

是得要看能不能收回來的。以前大家都住在一塊兒，低頭不見抬頭見，誰

也不樂意拖你的錢讓人看不起。現在包袱一卷跑掉了怎麽辦？還是得找可

靠的人一起借。” 

 

一名借貸者也形容道： 

“一開始協會把我們集合起來，說親戚不能在一個小組，然後讓我們自己挑

人。我就不想挑 XX，不是說她人不行，平時關係也好，就是知道她家裏

沒錢，孩子剛上學，借錢是交學費的，不一定收得回來收不回來。後來她

就給剩下來了，就沒借成，我還覺得心裏不得勁兒的。後來的時候她就進

了另一個小組，現在家裏開了個修車鋪，看起來也還得不錯。” 

 

目標上移並不是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面臨的唯一問題，而是信任轉型所導

致的問題之一：在原本的小組借貸模式之下，貧困戶可能依靠親緣、地緣和感情

認知而獲得特殊信任，或彼此之間互相支持，從而跨過機構規定的小組門檻，獲

得借貸機會。然而隨著農村社區從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從情感信任向理性信任

的轉型，親緣、地緣和感情不再可靠，經濟條件成爲判斷客戶是否可信的重要標

準，赤貧者因此被排除在整個借貸系統之外。 

在依然使用小組借貸模式的 A 協會中，借貸者不再歡迎赤貧者的參與，而



是主動尋求在經濟上更值得信任的小組成員；而放弃小組借貸模式的 B 協會在

個人借貸服務中面臨更大的風險，不得不抬高門檻，以更嚴格的入戶調查來保證

借款者的還款能力，事實上等于將經濟條件視爲判斷客戶是否可信的主要因素。

簡而言之，原本可能針對赤貧者量身定做的特殊信任條件如今不再被承認，當小

額信貸機構被迫以系統化、制度化和量化的標準來衡量借貸者的信用，經濟條件

成爲最理性的選擇。 

 

總結來看，由于政策引導下的經濟模式轉變，大批農戶轉型爲小商戶，引發

了社會與傳統的斷裂，進而導致小組借貸模式面臨失效；與此同時，在熟人社區

中形成的鬆散操作習慣延續至非熟人社區，觸發了隱藏的風險。當借貸者和機構

無法通過親緣、地緣和傳統來構建信任，經濟水平成爲他們相互衡量對方可信度

的重要因素，結果便是小額信貸機構的目標上移。 

 

五、未來出路：制度轉型的觀察與思考 

    信任轉型之後的中國農村，是否不再適宜小額信貸的發展？我們認爲不必如

此悲觀。事實上，即使面臨種種困難和操作失當，小額信貸機構依然對貧困地區

的社會經濟發展有其積極作用。此外，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機構已經在進行

一定的適應性調整。 

B 協會協會除了正常的小額信貸服務之外，又在 22 個行政村成立了村民互

助基金，由村民自發入股、政府提供配股、村民自行管理，協會並不從中抽取分

紅或管理費用，且免費提供培訓和監管，完全屬於公益項目。同時，互助基金還

會爲農民提供團購生産資料、生産技術援助等服務，以希成爲小農和市場之間的

連接。村基金雖然並不能爲機構賺取利潤，但由于嚴格限制在村級範圍內借貸，

能够利用目前仍舊保留的熟人社區，因此運轉情况良好。其中一位村基金管理委

員會成員這樣解釋： 

“村裏要還錢，靠的是社區的公共壓力。你借錢的時候是知道你借的是大夥兒

的，他心裏不會以爲是自己要套這個錢。村裏都是熟人，你借了他們的錢，

欠了他們的債，你不還錢，能活嗎？另外就是管理人員得負責去收錢。村

裏自己有管理委員會，特別無賴的肯定不會借給他們，借給誰委員會自己

管。” 

 

   我們走訪了四個村基金。其中，檬村共有人口 1512 人，434 戶，分爲 9 個社。

村內目前有 200 多戶出外打工，留在村裏的青壯勞力非常少。大多數借款者是留

守村內的老人，經營養殖或種植業。村民年收入不到 3000 元，屬非常貧窮的村

落。2009-2010 年兩年，互助基金每年每人分紅 70 元（按入股 500 元計）。無論

是否入股，村民都可以借款；最高額度爲一萬元。貸款由管委會審批；貸款名義

利率由管委會决定，目前是 8%；每半月還款一次，而拖欠幾天時，管委會一般

也不在意。管委會主任表示：“大家都認得，怎麽會不還的。” 

    蔡村共有村民 898 人，240 戶，分爲 5 個村民小組，耕地面積 367 畝。目前

約有 300 多人外出打工。人均年收入約 4300 元（不包含打工收入）。村內多爲山

地，行車十分不便，村民居住非常分散。目前蔡村參與村民互助基金的村民共

78 人，管委會實行民主選舉，去年分紅達到每人 150 元。基金貸款利率之前是

8%，2011 年起漲到 10%。從 2005 年到 2011 年，只有一個村民因爲出車禍導致

癱瘓而無法按時償還貸款。 



    村基金與機構小額信貸服務在操作層面的區別在于，機構服務面向村、鄉、

鎮上的全部居民，客戶流動性强，經營多元；村基金以行政村爲單位，只貸款給

留守在村內的居民，且貸款者多從事小型養殖業。事實上，村基金將服務限制在

熟人社區之內，利用的正是農村信任結構轉型過程中未能完全消解的地緣型特殊

信任。 

然而，儘管村基金在操作上更爲簡單，風險也相對較低，却在規模和盈利上

面臨很大的限制。目前的 22 個村基金中，只有一個達到 31 萬元，其餘都在 20

萬元以下。此外，村基金在操作上更加鬆散，基本完全依靠熟人社區的規則行事，

借貸與還款過程中，“情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這種操作模式也决定了村基金的規

模不可能有所擴張。 

 

因此，對小額信貸機構而言，雖然可以嘗試開拓封閉型借貸業務，但更重要

的是對正在進行的開放型借貸業務進行制度調整，使其更適應新的信任結構。目

前，B 協會在制度上做出的相應改進如下： 

1. 采用新的管理系統，通過局域網實時監控各個分支機構的每一筆款項，

最大程度規避假賬。同時，協會收回貸款發放權，直接由總部將貸款打到客戶的

農行卡上，减少地方分支機構的經手環節，降低風險。 

2. 采用中國農業大學金融系設計的更爲詳細的訪問調查表，詳細計算客戶

的固定資産和現金流，以其每年穩定收入的 60%爲可承受的最高貸款額度予以審

批。同時，協會將每年對客戶進行回訪，建立社會績效評價系統。 

3. 對于已經出現拖欠的客戶，參考格萊氓銀行 II 期規劃，重新設計“慢車道”

還款計劃。無力按時償還貸款的客戶可以選擇每月先還利息，待經營情况好轉之

後再償還本金。這種方式能够保持客戶和協會的固定聯繫，避免客戶躲債。 

4. 較以往的風險準備金提取率提高 2%，以應對轉型期的風險。 

 

可以看到，這些調整主要是在認識到轉型期的風險提升現象之後做出的反應。

由于無法改變和减緩信任結構的轉型，機構只能嘗試改變衡量客戶可信度的原則，

亦即進一步走向理性化。爲保證機構的可持續運轉，這一調整無可厚非；但考慮

到小額信貸機構原初的公益性扶貧目的，這種理性化調整等于進一步排擠赤貧者

參與借貸項目。 

在信任結構面臨轉型的時期，是否能够同時保證小額信貸機構的公益性和可

持續性？信任建構的理性化，是否是信貸服務的唯一出路？這是值得所有小額信

貸機構及相關領域研究者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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