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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inancing difficult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s increasingly outstanding, while bank 

financing acts a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bank service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financing,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several factors have effects on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satisfaction of agricultural 

loan. The factors include the type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he degree of familiarity towards financing services, 

the requirements of mortgage and guarantee, the diversity of financing products, the convenience of application, the loan limit, 

and the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s of government. As a conclusion, promoting urban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wo-right mortgage, agricultural loaning service networking and research of pertinent agricultural loaning products will help 

solve this financing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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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现象突出，而银行融资是解决其资金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利用Logistic

模型对商业银行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贷服务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对银行

贷款业务的了解程度、抵押品与担保人的要求、金融产品、贷款便利性、贷款额度、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等因素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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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银行农贷的满意度。据此，应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两权”抵押贷款；推动农贷服

务网络化；加快特色农贷产品的研发。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农贷，Logistic模型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中国的经济转轨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农

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但目前正遭受着“融资难”的困扰。

银行作为资金活动的中枢神经，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

问题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出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

原因，银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不足。中国的

银行应加紧创新农贷服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

的金融支持。 

本文选取了中国绍兴市上虞区与台州市黄岩区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进行了实地调

查。在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与数据处理后，选用了

Logistic模型对商业银行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贷

服务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

了改善商业银行农贷服务的对策建议。 

2222．．．．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随着融资难问题的突出，许多学者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金融支持开展了研究。Steve Boucher 和 Catherine 

Guirkinger（2007）

[1]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抵押资

产稀少且保险市场不成熟，抵押品防止“非价格分配”的

有效性因此受到了限制。József Varga 和 Zoltán 

Sipiczki （2015）

[2]

指出国家必须调动私人资源与公共

资源，发展贷款技术，与此同时，银行（包括国有与民营）

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农村发展

从而缓解农业企业的融资困境，刺激生产投资，发展多功

能的农村经济。Eduardo Rodrigues de Castro 和 Erly 

Cardoso Teixeira（2012）

[3]

认为当农民面临预算限制并

且没有选择个人贷款时，政府的农村信贷计划可能是有效

的，它能让农民购买更多的物资，增加产出量。Ayyagari

（2010）

[4]

等人认为是银行融资（而并不是非正规融资）

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尤其是对于那些中国农村地区的

小型企业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企业而言。汪艳涛，高强

与苟露峰（2014）

[5]

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不同金融支持方

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王曙光

（2015）

[6]

指出为了能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获得金融

服务，必须加紧微型金融服务创新。桂泽发，吴蔚蓝，谭

文洁与盖振煜（2014）

[7]

发现现有农村金融服务中农民缺

乏有效抵押品，抵押担保制度尚不完善等问题比较突出。

夏雪（2015）

[8]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供给现状上发

现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农业贷款方面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

林乐芬和法宁（2015）

[9]

研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银行

融资障碍因素。丁莹（2014）

[10]

运用SWOT分析法提出了针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银行服务营销策略。江维国与李立

清（2015）

[11]

认为具有交易成本低，贷款便利等优点的互

联网金融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贷款难问题的新途径。

然而，目前针对其银行融资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关于

实证分析方面的研究。 

3333．．．．研究模型研究模型研究模型研究模型    

当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变量且有多种选择时，属于多元

离散选择问题。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银行农贷的满意程度，可以按照满意程度依次变大的灵

活性进行排序，所以有序因变量模型适用于农贷服务影响

因素的实证研究。 

同二元选择模型一样，我们可以考虑潜在变量
i

Y
∗
的值

取决于一组自变量
i

X ，即 

, 1, 2,3,...,
i i i

iY u NX
∗ = β =+          (1) 

上式中，

i
X 是影响潜在变量的一组解释变量，β为未

知系数，
i

u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设
i

Y 有 0,1, 2,..., M 等

1M + 个取值，观察到的
i

Y 由
i

Y
∗
决定，即如果连续性随机

变量
i

Y
∗
超过某个临界值 c，则对应

i
Y 的一个确定性选择。

两者的关系是： 

1

1 2

2 3

0 ,

1 ,

2 ,

. . . . . .

,

i

i

i i

M i
M

Y c

c Y c

Y c Y c

c Y

∗

∗

∗

∗

 ≤


< ≤
= < ≤


 <


        (2) 

设
i

u 的分布函数为 ( )F x ，可以得到以下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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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分布函数 ( )F x ，通常可以分为3种模型：

Probit模型、Logistic模型和Extreme value（极值）模

型。其中，当分布函数 ( )F x 服从逻辑分布时为Logistic

模型；当分布函数 ( )F x 服从正态分布时为Probit模型。

Probit模型需要对多元正态分布的整体进行评价，应用比

较有限；Logistic模型的似然函数能够快速可靠地收敛，

计算相对简便。因此，在有序因变量模型中应用最多的是

Logisti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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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对商业银行面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农贷服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参数估计方法采用

的是极大似然法，临界值 c与β一起作为参数进行估计。 

4444．．．．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4.14.14.14.1．．．．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文于2015年8月对中国上虞与黄岩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了实地调研，采用的调查方式是访谈法。在两区

农业局、供销合作总社、农经总站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

协助下，我们顺利地开展了调研工作。调研结束后，我们

对访谈记录进行了数据处理。 

4.24.24.24.2．．．．变量选取变量选取变量选取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银行农贷

的满意程度，用Y表示。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三部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因素、银行因素以及政府因素，分别

用X1～X10表示。 

表表表表1111    变量选取及变量含义。 

变量类型变量类型变量类型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变量名称变量名称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变量含义变量含义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Y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银行农贷的满意程度 0=不满意；1=一般；2=满意 

解释变量 X1主体类型 1=专业大户；2=农民专业合作社；3=农业企业 

 

X2经营者学历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本科及以上 

 

X3是否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0=否；1=是 

 

X4贷款金额要求 

1=10万以下；2=10万-50万；3=50万-100万；4=100万-200万；

5=200万-500万；6=500万以上 

 

X5是否了解银行贷款业务 0=否；1=是 

 

X6是否有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或担保人 0=否；1=是 

 

X7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0=否；1=是 

 

X8贷款申请过程是否便利 0=否；1=是 

 

X9能申请到的银行贷款是否能满足融资需求 0=否；1=是 

 

X10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 1=较差；2=一般；3=很好 

数据来源：访谈调查记录整理得到。 

5555．．．．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SPSS10.0软件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参数估

计与实证检验，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表表表2222    研究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    Sig.Sig.Sig.Sig.    

X1主体类型 0.818 0.601 0.042

**

 

X2经营者学历 -0.081 0.833 0.764 

X3是否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 - 

X4贷款金额要求 0.225 1.225 0.388 

X5是否了解银行贷款业务 0.898 0.500 0.002

***

 

X6是否有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或

担保人 

0.880 0.527 0.002

***

 

X7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0.898 0.500 0.002

***

 

X8贷款申请过程是否便利 0.629 0.500 0.067

*

 

X9能申请到的银行贷款是否能满

足融资需求 

0.625 0.527 0.059

*

 

X10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 0.666 0.833 0.019

**

 

注释：***、**、*分别为置信度检测在1%、5%、10%的水平上的显著。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因素。表2显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对银行农贷的满意度有正面影响，

表明农业企业对银行农贷的满意度更高，其次是农民专业

合作社，最后是专业大户。由此可知银行对不同主体的支

持力度存在差异，而这与其基本服务对象天然倾向于大的

企业有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学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经营者的教育背景与其对银行农贷服务的满意度

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实地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经

营者占比较大。我们推测在教育背景普遍较好的情况下，

“学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银行农贷服务满意度不产

生影响。 

在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剔除了“是否有独立

的财务核算体系”这一变量。在输入数据时，我们发现调

查得到的所有样本都具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故而无法

进行Logistic回归，这同时也说明了该解释变量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银行农贷服务满意度没有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金额要求”没有通过显著

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需的贷款金额无

论大小，都不会提高或降低其对银行农贷服务的满意度，

也就是说融资需求较高与较低的经营者们都有可能遭遇

银行贷款难的情况。 

（2）银行因素。“是否了解银行贷款业务”与银行

农贷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了解银

行的农贷服务，往往对贷款的要求与流程更为熟悉，获得

贷款的可能性也越大，满意度也就越高。这说明银行应该

加大对其贷款业务与产品的宣传力度，提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农贷服务的认识度。 

“是否有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或担保人”与银行农贷

服务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拥有银

行可接受的抵押品或担保人时，除了信用贷款外还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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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抵押贷款，其对银行农贷服务的满意度提高。而当其没

有相关抵押品或担保人时，获得贷款的难度也会增大，满

意度下降。这说明银行应在抵押物与担保制度上进行创新，

例如积极推进“两权”抵押贷款等。 

“是否有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与银行农贷服务的满

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如果银行的贷款产品符合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融资要求，那么其更愿意进行银行贷款，满意度

也自然会提高。因此，银行应该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要求来设计相对应的金融产品。 

“贷款申请过程是否便利”与银行农贷服务的满意度

呈正相关关系。贷款的申请手续越简便，交易成本越低，

申请人对银行服务的满意度也就越高。这说明银行应尽量

简化申请手续，减少贷款审查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从而

提高申请人的贷款便利性。 

“能申请到的银行贷款是否能满足融资需求”与银行

农贷服务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

够从银行申请到期望的贷款金额时，其对贷款的满意度会

上升。然而，在实地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从银行申请到的贷款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融资

需求，这表明银行对其资金支持力度尚欠加强。 

（3）政府因素。“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与银行农

贷服务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在实地访谈中，我们发现

规范的大型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例如省级示范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资金补助，

而这些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因此，

政府的扶持作用有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银行农

贷服务的满意度。 

6666．．．．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对商业银行面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农贷服务提出如下建议： 

6.16.16.16.1．．．．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1）信用评价体系。当地政府可以与银行合作，采

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建立信用档案并进行信

用评价。同时，及时定期更新相关信用数据，在政府、银

行、相关行业间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机制。开展“信用村”、

“信用镇”的建设，根据信用评分来核定农户的信贷额度，

从而方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信用贷款。 

（2）整村授信方式。银行在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上，

可以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的村或镇进行集体授信，并在贷款

额度与申请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整村授信将一个行政村视

作统一单位实行批发式放贷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农户间的

互相监督来降低银行放贷风险，提高银行工作效率，也使

农户缩短了办款时间，能够更大范围地满足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资金需求。 

6.26.26.26.2．．．．推进推进推进推进““““两权两权两权两权””””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抵押贷款    

（1）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政府应扎实推进确权登记

颁证（例如土地确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加快

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从而建立起规范合法的农村土地流

转交易平台，方便“两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处置。 

（2）统一的土地评估标准。在“两权”抵押贷款开

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尚未成熟，可在政

府的指导下确定农村土地的统一评估标准，激活土地价值，

使涉农不动产资源具备抵押变现的能力。 

6.36.36.36.3．．．．推推推推动农贷服务网络化动农贷服务网络化动农贷服务网络化动农贷服务网络化    

（1）网络营销模式。除了传统的线下营销，引进网

页介绍、微信公众号推送等互联网营销方式，进一步加大

对银行农贷产品的宣传力度。同时，在网络上及时更新各

类农贷产品的信息，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快速、准确

地掌握贷款信息，加深对业务的了解。 

（2）网上业务办理。银行可以推出农贷业务的网络

预约与办理（例如手机APP应用），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能够自主借款与还款，减少办款的等待时间，缩短办款的

流程，提高其办款的便利程度。 

6.46.46.46.4．．．．加快特色农贷产品开发加快特色农贷产品开发加快特色农贷产品开发加快特色农贷产品开发    

（1）合理设计新产品。银行在设计农贷产品前应该

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的调研，不仅要对其具

体的融资需求进行调查，也要考察其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与资产负债情况，根据调研结果设计农贷产品，从而使银

行的农贷服务更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的融资需要，

降低其贷款难度。 

（2）推出地方特色产品。各地农业具有不同特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也存在差异。银行总行可以

鼓励各地分支行在普适性产品的基础上结合所在地的农

业特色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具体需求向其提出创新建

议，从而在分支行推出具有各地特色的农贷产品，避免普

适性产品的单一性。 

7777．．．．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银行

与政府三者中银行因素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对银行贷款业

务的了解程度、抵押品与担保人的要求、金融产品的适用

性这三个变量。因此，银行应该着重加强农贷业务的推广

力度，改进对抵押品与担保人的范围要求，并且根据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创新金融产品。 

本文在进行实地调研时，由于经费、人员等因素限制，

无法进行大范围的随机抽样，并且没有讨论部分观测指标

对因变量的影响，实验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在未来

研究中可以探讨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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