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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中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

现象!一方面是不完备的金融合约"非价值性的担

保品与弱法律执行力并存#另一方面与之伴随的却

是比正规金融高的履约率!$ 本应是金融合约越完

备%担保品的价值越高%法律执行力越强%履约率才

越高%怎么会是相反& 对此现象应作何解释& 这一问

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非正规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关

系到对非正规金融管制政策的设计%而且关系到民

营经济的发展问题$ 简单的价值判断无助于问题的

回答%只有从这种组织本身的机制入手才能得出具

有启发性的结论$ 基于此%文章通过整理国内外文

献%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希望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非正规金融自生能力和

可持续性的根源%正确认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和作用% 进而采取正确的措施对待农村非正规金

融%促进其健康发展$
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文献%

但对其履约机制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十分少见%都

仅是对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某一方面的论述%不系

统%它不能使我们窥见农村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

全貌%不能使我们探寻到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根

源%更不能找出正确的政策建议%因此对它进行系

统而全面的阐述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旨$
国内外文献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研

究%主要包括!信息和信任机制"硬预算约束机制"
群体惩罚机制"灵活的担保机制"女性市场定位机

制等$
一!信息和信任机制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属于自我治理机

制%它的有效性依赖于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信任

机制$ 正如 !"#$%&’()*+ ,-)&*$’+ ./0)1+ 210*$3 所

言!在缺乏第三方实施机制’特指法律治理机制(的

情况下% 自我治理安排通常都需要经常性的接触%
并且依赖互惠"信任或其他传统才能维持和发展它

们 ’!45$%&’()*+6789),-)&*$’:9;<=)./0)1+9;<<)21>
0*$3:9;;?($ 非正规金融虽然没有正规金融那样严

格的风险审查和管理制度%但它却在解决信贷过程

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更有效%这不能不归

因于它内生有效的信息机制及特殊的信任机制$
国外对其信息机制的研究%代表性学者有 ,*@>

))0)@: 5))*0A: BCD*&)@ ,*’)()* 等$,*@))0)@’E??F(认

为!*非正规部门的信息甄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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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私人信息!他们通过发展个人联系以及只贷给

附近的居民以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非正规

金融机制设计的关键" # !""#$% 和 &’(#)"* +#,"-"#
认为$%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首先反映在它对成

员资格的甄别和选择上" 与正规金融将款项贷给十

几里外的陌生人不同!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邻里

之间!对彼此的资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都比较

了解’其次!非正规金融组织通常每隔一定时期聚

会!或由组织者负责与其他成员接触!这种接触有

利 于 成 员 之 间 加 强 情 感 上 的 联 系 (!""#$%!./01’
&’(#)"* +#,"-"#!.203)* #

国内学者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信息机制的研究!
代表性学者有刘民权+林毅夫&孙希芳等" 刘民权等

(1445)认为!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信息优势!由于

地域&职业和血缘等原因!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借

贷双方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

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相对比较了解!这种信息

上的便利使贷款人能够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

归还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正规金融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防止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林毅夫&孙希芳(1446)认

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

德风险问题是导致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更

为根本的原因!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在于它独特的信

息机制"
非正规金融借贷双方信息上的对称性为其信

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789( 曾在 :220 年对

福建泉州参与,会-的参与者(24;的参与者是妇女)
进行过调查!参与者说倒,会-的风险并没有阻碍她

们继续参与,会-!因为她们相信其他成员并且基本

上认为她们没有其他的融资选择权(789(<.222). 这

说明了农村人们之间的信任是很强的!即使在发生

了倒,会-风潮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信任也没受太

大 的 影 响 . 这 一 现 象 在 台 湾 也 有 . =">"-8?- @
A"8)"* 通过对台湾在 .2B6C.22D 年间大量的倒,会-
事件的研究发现$直到 .22. 年参与,会-的比率也仅

是回复到 .2EE 年的水平(=">"-8?- @ A"8)"*<.220).
同样说明非正规金融借贷双方之间强的信任关系.
国内学者对非正规金融的信任机制的研究! 其代表

是费孝通. 他运用社会学的原理!认为在中国传统

农村社会中! 一方面因为借贷双方居住在同一区

域!相互比较了解’另一方面因为农村社会相对闭

塞!人员流动性不强!即使一方违约逃跑!他也还有

有形抵押(如房屋)和无形抵押品存在!这抑制了借

方违约逃跑的动机!使得信任合作成为双方最优的

选择! 这种信任关系发展到双方不需要正式的合

约!仅是口头协议都能成交的地步(费孝通!.2B0).
二!硬预算约束机制

对这一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国内学者. 张友俊+
文良旭(1FF1)认为!非正规金融中的民间借贷是一

种分散的借贷交易!具备市场行为所必须的一切要

素/00需求+供给+交易双方充分而对称的事前与

事后信息!因此具有典型的契约性!这使得民间借

贷具备限制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以及

使借款不还的人付出高昂成本的机制!因此!民间

借贷契约一经成立!就会对借款人形成动态的预算

硬约束!能够较好地避免产生道德风险. 张建军等

(1FF1)认为!非正规金融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一旦

发生不归还贷款的情况!不少债权人甚至会选择通

过暴力收回贷款!从而对借款人构成硬约束.
三!群体惩罚机制

+#*""$"*GH44DI指出!非正规金融的履约率通常

高于正规金融!高履约率并不必然是更多的,侵略

性-合同执行程序的结果. 11在群体贷款条件下!
将借者从群体中驱逐出去是一个巨大的惩罚. 也就

是说!+#*""$"* 认为暴力手段并非是非正规金融履

约率高的重要原因!群体惩罚才是最重要的. !""#$%
(:20H)和 &’(#)"* +#,"-"#(:203)在 研 究 JK&L+ 时

也发现!! 群体惩罚是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运作的

关键.MNMN7’?O98P:22HQ通过对 !#9O""- 银行的研究!
得出结论$群体的一致性和群体的纪律性的结合使

得 !#9O""- 银 行 贷 款 的 履 约 率 超 过 2D;. &$(R)($%
G:22FQ根据对 !#9O""- 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

行信贷机制创新的实践! 认为群体贷款的有效性!
关键在于连带责任的特征. L’($"S(GHFFHQ也认为!成

员间相互监督的能力+个人声誉的价值以及能够获

得彼此之间信息的关系影响着非正规金融交易的

执行能力.
群体惩罚产生于孟加拉国 !#9O""- 银行的信

贷实践!它以小组信贷的形式!首先对小组中的一

个或两个成员提供贷款!当他们都履约后!才对其

他人贷款’如果他们违约!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都必

须承担连带责任. !#9O""- 银行运用这种机制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违约率很低!之后!其他非正规金融

组织也纷纷运用这种制度设计. 群体惩罚可产生两

种效应$一是,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T?8($(>" 98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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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非正规金融组织费时费力地

去甄别借款人# 小组本身就能产生自选择功能#产

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效果% 这是小组信贷的

过滤功能% 另一是$排挤效应"#它会使违约方面临

在其居住的村落难以生存的困境#有时这种失去与

周围人的社会联系的惩罚比失去生命还严重#违约

无异于是自断生路% 因此#群体惩罚是对违约方极

为严厉的惩罚% 下面#借用 -)’!’./01112的模型对第

一种效应进行分析%
假设有安全型和风险型两类借款人#两者都以

获得的贷款从事一定的项目% 安全型借款者成功的

概率 34 较大#但成功后的收益 54 较小&风险借款

者则相反#其成功的概率 36 较小#56 却较大% 为简

化分析# 假设两项目的期望收益 5 相同#5736567
3454% 另外还假定#在不从事这种项目时#两种人都

可以获得固定工资收入 &% 在银行分别对这两类借

款者贷款时#尽管银行知道有两种自然状态的借款

者#但由于不能准确得知每个人的类型#只能制定

一个统一的利率# 这是一个典型的混同均衡状态%
因此#当借款者项目成功时#银行正常收回的贷款

收益相等#假设都为 58&再设 3 为两类借款人成功

的平均概率#9 为银行贷款成本#那么银行为了使收

支平衡#必须使 58379% 由于 3:5834!5:5836#安

全借款者的期望收益比风险借款者低# 因此当 5:
5834!& 时#即安全借款者的期望收益甚至比不从

事项目的工资收入还低时# 他将退出信贷市场#最

终市场均衡将停留在 583679;即只有风险借款者留

下来#这即是一个逆向选择问题%
然而#如果通过群体贷款方式则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
假设有一个两个人的贷款团体#两个人独立从

事项目活动#如果失败#支付为零&如果成功#将要

支付利息 5<# 并且一方要为另一方的失败承担担

保责任 9<%
当安全借款者与风险借款者结成团队时#安全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为’5:34=5<>/?:3629<@%
当安全借款者之间结成团队时#安全借款者的

期望收益为’5:34=5<>/?:3429<@%
A36!34; B5:34=5<>/?:3629<@!5:34=5<>/?:

3429<@
因此安全借款者不愿与风险借款者结成团队#

只愿与安全借款者结成团队%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

问题#如果风险借款者能从自己的收益部分拿出一

部分来补偿安全借款者所受的损失#那么安全借款

者也愿与之结成团队#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因为’
当安全借款者与风险借款者结成团队时#其风险是

34/34:3629<#而风险借款者此时的收益为’36/34:362
9<%

A34/34:3629<"36/34:3629<#即是说#当安全借

款者与风险借款者结成团队时#安全借款者的损失

大于风险借款者的收益#风险借款者的收益不足以

对安全借款者进行转移支付#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安

全借款者只愿与安全借款者结成团队#即形成$人

以群分的匹配效应"%
四!灵活的担保机制

为什么非正规金融交易在缺乏有效担保品的

情况下# 仍能保持比正规金融交易更高的履约率(
答案是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担保更加灵活# 形式多

样#不仅有有形担保#还有无形担保#甚至连性命)
劳务等都可以作为担保%

在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有形担保品方面#可充当

担保的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农机具)牲畜等

流动资产以及诸如农作物未来的收益权等% 许多在

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

融市场上都可以作为担保#如房产)土地等#这类物

品要么因为政府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

么因为正规金融机构嫌管理和处置成本太高或者

物品的实际价值低而不愿将之作为担保品% 但在非

正规金融市场上#正如刘民权*CDDE!所言’由于借

贷双方的地域相近并且接触较多#因此担保品的管

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一些不被正规金融机构当

作担保品的财物仍可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担保品%
在非正规金融交易的无形担保品方面#更是形

式多样#不仅包括社会地位)头衔)声誉)身家性命#
而且连某种社会关系)其他市场上的附加交易也可

作为担保品% 国内外学者对非正规金融的无形担保

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资本"担保和关联交易担保%
$社会资本"担保也称为隐性担保!% 在非正规

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不仅有信用关系#还处于一

定的社会联系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联系也

是一种资源*无形的!#它能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物

质或精神收益% 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

挂钩#就成为一种隐性担保% F%4G%H 等*?11E!认为

5IJ9K 是非匿名的制度安排#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

网络巧妙地解决了不完美信息和契约执行问题#理

解它们可持续性的关键#是其利用了群体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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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担保!" 这里的#社会性担保!其实就是社会资

本担保" !"#$%&’()*++,-指出$在不存在实物担保的

情况下$#社会资本! 的存在可以解决信贷配给问

题$关键的原因是团体中的任何成员违约都会受到

#社会制裁!$ 其中 #社会制裁! 就是一种担保品%
.(/&01’&2 和 34&5/6)78889认为$非正规金融被一个

复杂的个人关系束&即社会资本’所治理$而这种关

系 建 立 了 一 个 在 违 约 情 况 下 的 有 效 的 实 施 机 制%
:&55$46 和 ;<=6<2&<=&788>’认为$在经济交 易 中$作

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到抵押品的作用$使

得经济交易按照交易各方达成的协议来实现% 国内

学 者 王 晓 毅&788?’也 认 为$非 正 规 金 融 具 有 乡 土

性$ 这主要表现在借款多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进

行$不论是民间的金融机构$还是非机构性的民间

借贷$乡土社会的亲戚朋友以及社会关系网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
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许多信贷合同包括抵押

替代被大量发展$这主要是通过与劳动力(土地和

产品市场的联结来实现$ 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5<4<A<2BC<%&’ D E0F04B>++7’% 这种联结被称为

关联交易$它是指借贷双方不仅在信贷市场上有借

贷关系$而且在其他市场&如商品市场’也存在交易

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合同时就把其他市场的

交易附加到信贷合同中% 关联交易在现实中表现为

多种形式$如农户以购买化肥供应商的产品为条件

而得到其贷款支持$农户若不偿还贷款$便会面临

购买化肥的困难% 这种存在于信贷市场以外的交易

关系$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

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它增加了借款

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

的控制力$加强了对借款人履约的激励%
刘民权等&788?’曾对非正规金融的担保机制

进行过系统的分析$ 他认为非正规金融独特的担保

机制是其履约率高的重要原因%第一$在非正规金融

活动中$ 由于借贷双方居住的地域邻近$ 并接触较

多$因此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一些不

被正规金融机构当作担保品的财产仍可作为担保

品)第二$在非正规金融活动中$借贷双方除借贷关

系外$在其他市场如商品市场上也存在着交易关系$
因此$ 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

情况附加到里面$使这种关联契约也成为一种担保$
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 加强了借款人的还款激

励)第三$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处于一定的

社会联系中$这种社会联系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一旦

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 就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

担保机制$对借款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五!女性市场定位机制

对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更

多的见国外学者的研究$ 而国内学者则很少关注%
如 G0046H(I/&410F J4’0204 (K=<& 等认为$ 很多非正

规 金 融 组 织 的 参 与 者 是 女 性 &G0046H$>+L7)I/&410F
J4’0204$>+LM)K=<&$>+++$788M’$ 特 别 是 NOI;J(
G4<"002 银行&也称为小额信贷计划’!% 其中$K=<&
)>+++9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计划的反复交易者 +8P
是妇女$NOI;J 的参与者 ,8P是妇女$ 究其原因$
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履约率% 一些缓解贫困

和发展妇女的组织也发现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履

约 率 &QR:<S/(T"B06R<1R>+,+U:04504 D :T%&2&VB>+,+U
:T0V/104B>++?UWF<=B>++7’%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女

性参与非正规金融不仅会提高非正规金融的履约

率$降低非正规金融交易的风险$而且还有助于提

升女性的代理意识&NRXT’’B>++8’$并且她们更可能

投资于教育(卫生和食品等发展性的使用&CYF04 D
:4TV0B>+,,’$而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则更

可能违约$并将其可支配收入消耗在烟(酒和娱乐

性消费上&K=<&B>+++’% 至于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有更

高的履约率$对此有这样几种解释*&>’地理位置上

的相对固定性&K=<&B788MBZ>[87’")&7’女性比男性

更 加 缺 乏 正 规 金 融 的 融 资 支 持 &I&’20F J4’0204B
>+LMU \0V/604B >+,]’#)&?’天 生 的 血 统 上 的 原 因

)K=<&B>+++BZ7>]9$% 除了这几个原因外$笔者认为对

中国妇女来讲$其参与非正规金融履约率高的最重

要的原因是社会地位提高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的农

村社会中$女性往往依附于男性$所谓#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妇女还被冠以#家庭主妇!的称谓% 在中

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家里来客人$通常都是由男主

人陪客人吃饭$女性则是不上酒桌的% 随着中国农

村社会的转型$妇女要求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呼声

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强烈$组织(参与非正规金融

组织正是她们希望提高社会地位的表现$ 因此$她

们比男性更有积极性和动力去组织非正规金融活

动$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发展社会网络$从而

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从上述学者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论述

中可看出$ 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

可持续性$它与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相匹配%

王国红!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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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 年!世界银行在亚非拉等国研究农业信贷计划时发

现! 这 些 计 划 的 平 均 拖 欠 率 达 %"&$’"()* +,-./ 01234
5"67#$ 在相似的计划中! 违约率从 89’到 69’或 "8’
":12/*-1;2*45"<6%$ 在巴基斯坦!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为

=’! 而正规金 融 的 违 约 率 为 %9’">.**?45""9%$ >.**?
"5""%%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

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 8’左右$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99=%所调查的地区!非正规信贷的回 收 率 69’以 上 的

有 = 个地区!<9@"9’的有 % 个地区!A9@A"’的有 5 个地

区!A9’以下的有 5 个地区!远高于同一地区正规金融机

构的贷款回收率"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99=%$
" BC:D>"B,;1;E2F :1GE2FH 12/ D-*/E; >HH,IE1;E,2%是 一 种

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中国通常称为&会’!它是由一群个人

组成的团体4该团体的成员每隔一定时间需要捐献一定数

额的资金以形成一笔基金4 然后轮流将汇集起来的基金

J全部或部分K交给团体中的某个成员4这一过程不断重复4
直到每个成员都得到这笔基金后J而且仅有一次L4该团体

宣告解散$ 如果成员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4可与原成

员 协 商 继 续 组 织 一 个 BC:D> 或 吸 收 新 成 员 另 组 其 他

BC:D>(:)E-.*M >-/*2*-45"A$#$
# D,.*?12J5""6L认为!如果&金融资本’是可以 投 资 的 物 质

信用!&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技能有回报的投资!那么&社

会资本’指的是可以在交换中产生N信用N的社会关系$

$ 实 际 上!O-1?**2 银 行 刚 开 始 其 贷 款 对 象 并 没 有 明 确 针

对女性!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发现女性有较低的信贷

风 险 ! 因 此 逐 渐 成 为 信 贷 的 主 体 (0,-2H;*E24 5""<P
Q)12/3*-4 Q)1.E.EM R Q)124 5""8#$

% 在中国的南部沿海省份!妇女主宰了会!因为她们能更好

地发展个人间的社会网络! 相对于男性经常性的季节性

迁移!妇女更多的是常年呆在居住地((H1E4=9974S589=#$
& 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缺乏正规金融的融资支持!因此!

为避免被集体排挤而保持良好的声誉以适应这个集体是

她们的理性选择(:E/2*M >-/*2*-45"A7P T*I);*-4 5"6<#$
’ 在中国!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组织&会’!可能的原因在于

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烈的个人间相互信任或集体意识的血

统((H1E45"""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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