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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小额贷款机构的比较分析

　　　　一、各类机构的基本含义

　　　　二、各类机构的异同比较

　　　　三、各类机构的异同特点分析

第二章、国外小额贷款发展分析

　　第一节、国际小额贷款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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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度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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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市场化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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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孟加拉国小额贷款面临的挑战分析

　　　　四、中孟小额贷款发展的异同分析

　　　　五、对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第四节、印度尼西亚小额贷款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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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度小额贷款的运行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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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印小额贷款发展的异同分析

　　　　四、对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启示

　　第六节、其他国家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一、玻利维亚

　　　　二、巴西

　　　　三、俄罗斯

　　　　四、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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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经济环境

　　　　一、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状况

　　　　二、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分析

　　　　三、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展望

　　　　四、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节、金融环境

　　　　一、2010年金融市场运行状况

　　　　二、2011年金融市场运行状况

　　　　三、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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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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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社会环境



　　　　一、中国社会民生现状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状况

　　　　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情况

　　　　四、中国居民消费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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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发展出路

　　第三节、政府推动型小额信贷

　　　　一、政府推动型小额信贷的发展背景

　　　　二、政府推动型小额信贷的基本情况

　　　　三、政府推动型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

　　　　四、政府推动型小额信贷的发展出路

　　第四节、中国小额贷款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小额贷款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分析

　　　　二、小额贷款在欠发达地区滞后的缘由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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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今后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方向探索

第五章、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业务分析

　　第一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概述

　　　　一、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背景



　　　　二、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义

　　　　三、中国小额贷款公司规模与业务状况

　　　　四、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状况

　　第二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SWOT透析

　　　　一、优势（strength）

　　　　二、劣势（weakness）

　　　　三、机会（opportunity）

　　　　四、威胁（threat）

　　第三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模式研究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运用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六、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特点

　　第四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产品设计框架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市场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产品设计

　　　　三、小额贷款公司信用审查流程

　　第五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分析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现状与环境

　　　　二、小额贷款公司上市的可行性分析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其他融资渠道

　　　　四、小额贷款公司解决融资瓶颈的策略

　　第六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定价分析

　　　　一、小额贷款公司现行的利率水平

　　　　二、小额贷款公司利率的构成与调整

　　　　三、小额贷款公司合理利率水平的设计

　　　　四、小额贷款公司利率问题的应对建议

　　第七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四大难题

　　　　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中面临的挑战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阻碍

　　第八节、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策略探索

　　　　一、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四条建议

　　　　二、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壮大的举措

　　　　三、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探究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转型与改制路径探析

　　　　六、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定位方向分析

　　第九节、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及方向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分析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三大发展方向

第六章、银行系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分析

　　第一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一、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对象与额度

　　　　二、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产品类型

　　　　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主要特点

　　　　四、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监管情况

　　　　五、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发展的可行性

　　　　六、商业银行小额信贷业务的风险分析

　　　　七、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潜力

　　第二节、农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一、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对象

　　　　二、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用途

　　　　三、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额度

　　　　四、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期限与利率

　　　　五、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贷款方式

　　　　六、农业银行小额贷款的流程与管理

　　　　七、农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规模

　　第三节、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一、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对象



　　　　二、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主要用途

　　　　三、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的期限与利率

　　　　四、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意义

　　　　五、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瓶颈

　　　　六、农村商业银行小额信贷业务的风险分析

　　　　七、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建议

　　第四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一、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对象

　　　　二、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产品类型

　　　　三、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额度

　　　　四、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期限与利率

　　　　五、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的主要特点

　　　　六、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的规模

　　第五节、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

　　　　一、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的对象

　　　　二、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产品与流程

　　　　三、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发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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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优劣势

　　　　七、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八、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的风险分析

　　　　九、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建议

　　第六节、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一、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对象

　　　　二、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用途

　　　　三、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额度

　　　　四、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期限与利率

　　　　五、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审批程序

　　　　六、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监督管理

　　　　七、国家开发银行小额贷款的业务模式



第七章、农村小额贷款市场分析

　　第一节、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一、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

　　　　二、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简述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四、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形势

　　第二节、农村小额贷款市场发展综述

　　　　一、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轨迹

　　　　二、农村小额贷款的综合效益

　　　　三、农村小额贷款的市场规模

　　　　四、农村微型贷款市场发展滞后

　　第三节、农村小额贷款发展的SWOT透析

　　　　一、优势（strength）

　　　　二、劣势（weakness）

　　　　三、机会（opportunity）

　　　　四、威胁（threat）

　　第四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绩效探究

　　　　一、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概述

　　　　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特征

　　　　三、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绩效

　　　　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策略

　　第五节、农村小额贷款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农村小额贷款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二、农户小额贷款清收盘活具体实施方略

　　　　三、农户小额贷款可循环中潜藏的危机分析

　　　　四、农村小额贷款发展的相关建议

　　　　五、农村小额贷款的推广策略探讨

第八章、中小企业小额贷款市场分析

　　第一节、中小企业基本发展情况

　　　　一、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

　　　　二、中小企业的数量规模



　　　　三、中小企业的行业分布状况

　　　　四、中小企业的区域分布状况

　　第二节、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与规模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解析

　　　　三、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分析

　　　　四、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中小企业贷款市场分析

　　　　一、中小企业总体贷款规模

　　　　二、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的竞争状况

　　　　三、部分金额机构中小企业贷款状况

　　第四节、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相关分析

　　　　一、小额贷款公司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二、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三、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相关建议

第九章、重点地区小额贷款发展分析

　　第一节、辽宁省

　　　　一、辽宁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辽宁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四、辽宁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二节、山东省

　　　　一、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山东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四、山东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三节、浙江省

　　　　一、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三、浙江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四、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六、浙江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四节、江苏省

　　　　一、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江苏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对策建议

　　　　四、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五、江苏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五节、广东省

　　　　一、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广东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五、广东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六节、河南省

　　　　一、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河南小额贷款公司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四、河南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七节、四川省

　　　　一、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四川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四、四川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八节、重庆市

　　　　一、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规模与经营状况

　　　　二、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水平分析

　　　　三、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对策建议

　　　　四、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五、重庆市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九节、贵州省

　　　　一、贵州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贵州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四、贵州省政府推动型小额贷款发展状况

　　第十节、云南省

　　　　一、云南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规模状况

　　　　二、云南省各区域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状况

　　　　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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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友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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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营业务介绍

　　　　三、贷款对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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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与退出监管

　　　　五、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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