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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农村金融在构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县域规模化融资和中小企业服务为基础，以农户为重点，以农户小额贷款为驱动，服务

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ldquo;三农&rdquo;新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正在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共同

组成的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互补、相互协作、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发挥着金融支持&ldquo;三农&rdquo;的主

力军作用，中国农业银行&ldquo;三农金融事业部&rdquo;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发展银行

政策性服务功能日益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县域金融服务不断强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培

育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逐年上升，涉农贷款不良率持续降低，可

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高。 

      十三五农业规划鼓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加大政策

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扶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完善登记和管理办法；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

用补贴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政策；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扩大农村有

效抵押物范围；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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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机遇

（四）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威胁

六、中国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未真正深入农村金融市场

（二）村镇银行存贷比高位运行

（三）村镇银行的控股模式单一

（四）村镇银行村结算系统孤立

（五）经营方式与观念存在矛盾

七、中国村镇银行发展前景与建议

（一）村镇银行市场前景分析

（二）村镇银行发展战略构想

（三）村镇银行提高资金流动性建议

（四）中国村镇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1、增强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

2、扩大村镇银行资金的来源

3、完善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

4、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第三节 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现状及改革研究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浅谈

（一）合作制目标



（二）经营制目标

（三）&ldquo;三农&rdquo;目标

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特点

（一）以资金互相合作为基础

（二）以资金为媒介的成员联合

（三）与慈善机构的差异对比

（四）不以单纯的赢利为目的

（五）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

（六）以灵活的方式进行经营

三、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发展规模分析

（二）农村信用社运营中的问题

（三）农村信用社改革刻不容缓

四、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目标

（二）管理和监管模式的确立

（三）信用社改革的决策分析

（四）扶持和经营限制的平衡

（五）地方政府承担职责研究

（六）贷款利率自由化改革试验

（七）改革应配套农村金融体系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发展分析

一、农村小额贷款机构SWOT分析

（一）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优势

（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劣势

（三）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机会

（四）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挑战

（六）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发展战略

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相关概述

（一）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对象

（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额度

（三）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用途



（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期限

（五）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利率

（六）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贷后管理

三、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发展意义

（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三）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主要问题

（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发展对策

 

第七章 2017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改革研究分析

第一节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制现状

一、农村金融结构的现状分析

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内涵

三、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特点

第二节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情况分析

一、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定义

二、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三、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

（一）初步形成

（二）发展定位

（三）重新定位

（四）逐步开放

四、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

（一）独立系统

（二）行为特征

五、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六、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七、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与对策

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扶持作用

第三节 当前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机制不健全

（一）三农需求缺失



（二）经营目标冲突

（三）经营机制缺陷

（四）市场约束不强

二、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完善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不完善

（二）国有金融机构支农意识弱化分析

（三）农村合作银行支农能力独木难支

三、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匹配

（一）农村金融市场政策扶持不够

（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环境欠佳

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第四节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设想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总体框架

（一）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三）开展多样化农村金融服务

（四）改革农村有关金融制度

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实施步骤

三、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措施

（一）整合农村金融机构职能

（二）完善农业保险机制

第五节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策略

一、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必须加快涉农金融机构改革进程

（二）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

（三）发展农村保险及证券等金融业务

二、构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加大财政投入改善经济基础

（二）推进农村金融公共环境建设

（三）完善金融支农政策扶持机制

（四）建立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

（五）推广涉农中小企业信贷担保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监督保障

四、完善支农金融产品加快服务创新

五、建立农村金融资金回流保障机制

 

第八章 2017年中国各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华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北京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北京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北京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天津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天津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天津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河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河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河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四、山西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山西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山西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五、内蒙古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内蒙古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内蒙古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二节 华东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上海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上海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上海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江苏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江苏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江苏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浙江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浙江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浙江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四、江西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江西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江西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五、山东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山东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山东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东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辽宁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辽宁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辽宁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吉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吉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吉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黑龙江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黑龙江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黑龙江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四节 华中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安徽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安徽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安徽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河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河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河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湖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湖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湖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四、湖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湖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湖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五节 华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广东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广东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广东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福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福建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福建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广西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广西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广西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六节 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四川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四川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四川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二、重庆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重庆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重庆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三、云南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云南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云南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四、甘肃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甘肃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甘肃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五、新疆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三）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情况

（四）新疆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五）新疆涉农贷款情况分析

 

第九章 2017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四大国有银行

一、中国工商银行

（一）银行基本情况

（二）银行经营情况分析

（三）银行主要经济指标

（四）银行偿债能力分析

（五）银行盈利能力分析

（六）银行资产质量分析

（七）农村业务发展分析

二、中国建设银行

（一）银行基本情况

（二）银行经营情况分析

（三）银行主要经济指标

（四）银行偿债能力分析

（五）银行盈利能力分析

（六）银行资产质量分析

（七）农村业务发展分析

三、中国农业银行

（一）银行基本情况

（二）银行经营情况分析

（三）银行主要经济指标

（四）银行偿债能力分析

（五）银行盈利能力分析

（六）银行资产质量分析

（七）农村业务发展分析

四、中国银行

（一）银行基本情况

（二）银行经营情况分析

（三）银行主要经济指标



（四）银行偿债能力分析

（五）银行盈利能力分析

（六）银行资产质量分析

（七）农村业务发展分析

第二节 农村商业银行分析

一、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三、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年度经营目标

四、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经营目标分析

五、吴江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七、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存款贷款规模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八、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营业网点规模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第三节 小额信贷企业

一、内蒙古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三）公司服务团队情况

（四）公司贷款主要产品

（五）公司贷款利率政策

（六）公司贷款特点分析

二、杭州市余杭区理想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发展历程分析

（三）公司贷款服务对象

（四）公司贷款主要产品

（五）公司贷款服务特色

（六）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七）公司经营策略分析

三、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所获荣誉情况



（三）公司服务团队情况

（四）公司经营发展优势

（五）公司经营策略分析

四、浙江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五）公司经营策略分析

五、江苏无锡市锡山区阿福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贷款客户介绍

（四）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六、江苏扬中市盛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贷款客户介绍

（四）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七、江苏镇江市丹阳天工惠农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贷款客户介绍

（四）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八、安徽省合肥市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贷款客户介绍

（四）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五）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六）公司发展规划分析

（七）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九、安徽省合肥市国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三）公司贷款客户介绍

（四）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五）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六）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七）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十、广州市花都万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二）公司荣誉资质情况

（三）公司贷款服务特色

（四）公司贷款主要产品

（五）公司经营业绩分析

（六）公司最新发展动态

 

第十章 2018-2024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业发展前景与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环境分析

一、十三五期间中国投资形势预测分析

二、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预测

三、十三五农业规划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第二节 2018-2024年农村金融服务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一、国际农村金融发展趋势分析

（一）从福利主义到制度主义

（二）从供给先导到需求追随

（三）从政府主导到市场驱动

（四）从直接干预到间接扶持

（五）从社会型到社会基础型

（六）从人力密集到技术优先

（七）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趋势



（八）从简单服务到消费者保护

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发展趋势分析

（一）农村资金需求规模趋势分析

（二）农村资金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三）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趋势

（四）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趋势

三、2018-2024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18-2024年农村金融服务投资风险与防范对策

一、投资风险分析

（一）流动性风险

（二）信用风险

（三）市场风险

（四）操作风险

（五）声誉风险

二、风险的防范对策

（一）流动性风险防范

（二）信用风险的防范

（三）市场风险的防范

（四）操作风险的防范

（五）声誉风险的防范

第四节 2018-2024年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投资策略分析

一、促进中国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二）树立服务三农的宗旨

（三）严格加强金融风险监管

（四）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扶持

（五）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快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策略

三、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的策略选择

（一）农村信贷产品的创新

（二）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

（三）产品营销体系的创新



四、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策略分析

（一）支持三农发展

（二）提高人员素质

（三）提高服务效率

（四）完善监督机制

（五）建设信息平台

 

第十一章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企业投融资及IPO上市策略指导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服务企业境内IPO上市目的及条件

一、农村金融服务企业境内上市主要目的

二、农村金融服务企业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一）企业境内主板 IPO 主要条件

（二）企业境内中小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境内创业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改制上市中的关键问题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服务企业IPO上市的相关准备

一、企业该不该上市

二、企业应何时上市

三、企业应何地上市

四、企业上市前准备

（一）企业上市前综合评估

（二）企业的内部规范重组

（三）选择并配合中介机构

（四）应如何选择中介机构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服务企业IPO上市的规划实施

一、上市费用规划和团队组建

二、尽职调查及问题解决方案

三、改制重组需关注重点问题

四、企业上市辅导及注意事项

五、上市申报材料制作及要求

六、网上路演推介及询价发行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服务企业IPO上市审核工作流程



一、企业IPO上市基本审核流程

二、企业IPO上市具体审核环节

三、与发行审核流程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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