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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运用欧几里德距离公式测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程度ꎬ并从金融服务的广

度和深度两方面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分析ꎮ 分析表明ꎬ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

提升ꎬ这种提升主要是由金融的广度推动的ꎮ 由此提出ꎬ中国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ꎬ改善中国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状

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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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４０４(２０１５)６８－００１５－０７

　 　 “普惠金融体系”是由联合国在推广 ２００５ 年国

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来的ꎬ它是指一个能有效地、全
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
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ꎮ 普惠制金融是

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ꎬ它旨在将一个

个零散的微型金融机构和服务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系

统ꎬ并且将这个系统融入金融整体发展战略中去ꎮ
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存在城乡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均

衡、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ꎬ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引起的ꎬ金融资源集中

在一部分人手中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居住相对

分散、拥有较少的资金、无信用记录等原因得不到金

融服务ꎮ 这种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了融资集中ꎬ社
会贫富差距加大ꎬ资源的利用率低下ꎮ 普惠金融强

调的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ꎬ因此

普惠制金融体系缺失正是造成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主

要原因ꎮ

１　 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表现

现行金融体系中的金融排斥效应带来了许多难

以解决的问题ꎬ如城乡差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中
小企业融资难等ꎬ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资源

的配置不均衡ꎮ 普惠金融重点研究的是金融资源在

不同的区域、群体之间的配置ꎬ本文从城乡差异、区
域差异、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融资的差异来量化分

析中国金融服务的差异ꎬ从而证明中国发展普惠金

融的必要性ꎮ
１.１　 城乡差异巨大

农村相对城镇来说ꎬ生产率较低ꎬ盈利机会少ꎬ
由于资金是稀缺的ꎬ商业银行基于盈利性的目的ꎬ会
把资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ꎻ而且在农村地区开展金

融活动的成本较高ꎬ收益较少、风险较大ꎬ因此商业

银行不愿意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国有银行纷纷撤出农村ꎬ农村的金融机构数量急

剧减少ꎮ 根据银监会 ２００７ 年公布的«中国银行业

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显示ꎬ中国县及县以下农

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 １.２６ 个ꎬ而
城市则达到了 ２ 个ꎬ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

一级的农村地区ꎬ虽然平均每个县(市、旗)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网点达到 ５０ 多个ꎬ但 ３０％以上都集中分

布在县城城区ꎬ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 ３
个ꎬ另外还有 ３ ３０２ 个乡(镇)未设任何银行业金融

机构营业网点ꎬ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ꎮ
农村地区得不到金融机构有效的金融支持ꎬ制

约了经济发展ꎮ 城市相对农村拥有更多的金融资

源ꎬ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ꎬ促进城市居民收

入的提高ꎬ从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ꎮ 从下图

可以看出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ꎮ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 ３６６.４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

的 ７ ９１６.５８ 元ꎬ收入增加了 ２.３５ 倍ꎬ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６ ８５９.６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２ 年

的 ２４ ５６４.７２ 元ꎬ收入增加了 ２.５８ 倍ꎬ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无论是在增长的速度还好是在增长的绝

对数上都超过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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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中国统计年鉴

图 １－１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趋势图

１.２　 区域发展不平衡

目前ꎬ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中西部地区明

显落后于东部地区ꎮ 首先ꎬ从存贷款的数量方面来

看ꎬ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很大ꎮ ２０１２
年末ꎬ东部地区的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的 ５８.１６％
和 ５８.５４％ꎬ这个差距超过了 ＧＤＰ 的差距ꎮ 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２ 年ꎬ东部存贷款余额和其他地区的存贷余

额差距逐步加大ꎬ各个地区的存贷款余额的绝对值

都在增加ꎬ但是东部地区增加的幅度更大ꎮ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图 １－２　 历年各地区存款余额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图 １－３　 历年各地区贷款余额

第二ꎬ表现在金融机构的数量方面ꎮ 西部、中
部、东北地区和东部的金融机构数量很不平衡ꎮ 东

部的金融机构数量占全国的 ３９.５％ꎬ从业人员数量

占全国的 ４４.３％ꎬ资产总额占全国的 ５９.５％ꎮ 国有

商业银行和 １２ 家中型商业银行的总部全部设在东

部ꎬ中型银行分支机构主要设在东部ꎮ 外资银行金

融机构中ꎬ１４ 家外资法人机构全部在东部ꎬ１８９ 家外

资银行分行中 １７７ 家在东部ꎮ

表 １－１　 ２０１２ 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地区分布

地区
营业网点

机构个数占比 从业人数占比 资产总额占比

东部 ３９.５％ ４４.３％ ５９.５％
中部 ２３.４％ ２１.１％ １４.９％
西部 ２７.７％ ２４.１％ １８.５％
东北 ９.４％ １０.６％ ７.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２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第三ꎬ这种不平衡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

上ꎬ２０１２ 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为 ２９５ ８９２ 亿元ꎬ占
全国 ＧＤＰ 的 ５１.３％ꎬ中部地区占 ２０.２％ꎬ西部地区

占 １９.８％ꎬ东北地区占 ８.７％ꎮ 东部地区的人口仅占

全国总人口的 ３８.０１％ꎬ却拥有 ５１.３％的经济总量ꎮ
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东部地区

的 ５６.２９％ꎬ５４.３８％ꎬ８０％ꎮ

表 １－２　 ２０１２ 年末各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 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东部 ２９５８９２.０ ５７４９８.４
中部 １１６２７７.７ ３２３６５.３
西部 １１３９０４.８ ３１２６８.９
东北 ５０４７７.３ ４５９９９.７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３　 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中国的中小企业规模小ꎬ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低ꎬ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弱ꎬ企业制度不健全ꎬ信息透明度

差ꎬ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ꎬ银行基于安全性和盈利

性ꎬ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ꎬ选择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

业或上市公司ꎮ
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对大型国有企业

过度倾斜ꎬ而对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ꎮ 由表 １－３

６１



陈莹等:中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评价

可知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中国中小企业产值占中国工业

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平均约 ６４.９７％左右ꎬ且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中ꎬ中国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绝对值呈

稳定增长趋势ꎮ 而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ꎬ中小企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有所下降ꎬ这是因为大量中小

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ꎬ经营状况不佳ꎬ面临倒闭

的风险ꎮ

表 １－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中国中小企业产值

所占工业总产值比

年份
工业总产值

(亿元)
中小企业产值

(亿元)
所占比重

２００６ ３１６５８８.９６ ２０４２４９.５５ ６４.５２％
２００７ ４０５１７７ ２６４３１９ ６５.２４％
２００８ ５０７４４８ ３３８１４４ ６６.６４％
２００９ ５４８３１１ ３７２４９９ ６７.９４％
２０１０ ６９８５９１ ４６８６４４ ６７.０８％
２０１１ ８４４２６９ ４９２７６２ ５８.３７％
平均 ５５３３９７.４９ ３５６７６９.５９ ６４.９７％

资料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来看ꎬ从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２
年ꎬ贷款余额逐年增加ꎬ但是占总贷款的比率要小于

中小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大小ꎮ 通过比较我们可看

出工业产值随着中小企业产值的增加而增加ꎬ中小

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最大ꎬ支撑着整个

经济的发展ꎬ但却在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ꎬ中
小企业的贷款没有得到与其产值相对应的增长ꎮ

表 １－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小贷款余额

占总贷款比率

年份

大型企业贷

款余额

(亿元)

中型企业贷

款余额

(亿元)

小型企业贷

款余额

(亿元)

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占总

贷款比率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２３２.７９ ８１８５３.９８ ５４３１０.２１ ５４.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３１５２５.４８ ９８６５７.３７ ７２７３２.０６ ５６.５８％
２０１１ １３８４９４.１７ １０７５２４.４１ １０４１５０.７９ ６０.４５％
２０１２ １３９２７５.２８ １４１８２５.９５ １１１７２８.６８ ６４.５５％
平均 １３０６３１.９３ １０７４６５.４３ ８５７３０.４４ ５９.０４％

数据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金融年鉴»

从经济发展中的三个事实可以说明中国金融发

展呈现出不均衡的的态势ꎬ而且这种不均衡的现象

相比较经济发展更加突出ꎮ 金融发展的不均衡严重

影响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ꎬ并导致融资

集中ꎬ社会贫富差距加大ꎬ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等问

题ꎮ 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

问题的必要选择ꎮ

２　 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评价

为研究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ꎬ本文借鉴国

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ꎬ试图建立并测算反映中国普

惠金融发展状况的普惠金融指数ꎮ 首先ꎬ选取衡量

普惠金融的指标ꎬ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必须从金融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反映ꎬ因此本文选取

的指标包括反映中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

面ꎻ其次ꎬ根据变异系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ꎻ再次ꎬ确
定评价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标准ꎬ即普惠金融完全

空缺的情况和普惠金融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形ꎻ最后ꎬ
应用欧几里得距离公式构建并计算普惠金融指数ꎬ
比较指数值与标准值ꎬ从而评价中国普惠金融的发

展状况ꎮ
２.１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衡量普

惠金融的发展程度ꎮ 在指标的选取方面ꎬ结合研究

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ꎬ共采用十二个指标进行实

证研究ꎮ 金融服务的广度是指金融服务在中国的覆

盖范围ꎬ包括地理维度上的覆盖范围和人口维度上

的覆盖范围ꎮ 中国的金融服务机构主要包括银行、
证券、保险ꎬ因此以每万平方公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数量、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

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每万人拥有的金融业从

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银行卡终端数(包括 ＰＯＳ 机

和 ＡＴＭ 机)、银行卡人均持卡数、保险密度和证券

投资普及率来衡量金融服务的广度ꎮ 金融服务的深

度是指金融服务在中国的渗透程度ꎬ最基本的金融

服务包括存贷款、保险、证券投资ꎬ本文用人均贷款 /
人均 ＧＤＰ、人均存款 /人均 ＧＤＰ、保险深度、股票成

交金额 / ＧＤＰ 代表金融服务在中国的渗透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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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　 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金融

服务

的广

度

每万平方公里银行网点数量(Ｘ１) ２０２.６９ １９５.２９ １９６.７０ ２０２.８４ ２０８.８０ ２１０.５５

每万平方公里金融业从业人员数(Ｘ２) ４０５９.３８ ４３５０.００ ４６７７.０８ ４８９６.８８ ５２６３.５４ ５４９７.９２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Ｘ３) １.５０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６ １.５０ １.５０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业从业人数(Ｘ４) ２９.４９ ３１.４５ ３３.６５ ３５.０６ ３７.５０ ３８.９８

每万人拥有银行卡受理终端数(Ｘ５) ７.６０ １５.１５ １９.６６ ２６.８８ ３８.３０ ５５.６４

银行卡人均持卡数(Ｘ６) １.４６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８１ ２.２０ ２.６４

保险密度(保费收入 /人口数量)(Ｘ７) ５３２.５３ ７３６.７５ ８３４.５７ １０８３.４４ １０６４.２６ １１４３.８３

证券投资普及率(每万人拥有的证券账户)(Ｘ８) １０５０.９６ ７８６.８６ ９０２.０４ ９９８.６５ １０４２.８２ １０３７.３４

金融

服务

的宽

度

人均贷款 /人均 ＧＤＰ(Ｘ９) １.０４ １.０２ １.２５ １.２７ １.２３ １.２９

人均存款 /人均 ＧＤＰ(Ｘ１０) ０.６５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７７

保险深度(保费收入 / ＧＤＰ)(Ｘ１１) １.６１ １.４７ １.６３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６８

股票成交额 / ＧＤＰ(Ｘ１２) １.７３ ０.８５ １.５８ １.３７ ０.９０ ０.６１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支付体系总体运行情况

２.２　 模型的构建

首先ꎬ要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ꎬ由于不同指标之

间的量纲不同ꎬ为消除量纲以使指标具有可比性ꎬ权
重的确定方法可以采用变异系数法ꎮ 变异系数为指

标的标准差和平均值之比ꎬ因而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ｗ ｉ ＝
ＶＩ

∑
ｎ

ｉ ＝ １
ｖｉ

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 (１)

其中ꎬｖｉ ＝
σ ｉ

Ｘ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ꎬｖｉ 表示第 ｉ 个指标

的变异系数ꎬσ ｉ 表示第 ｉ 个指标的标准差ꎬＸｉ 表示

第 ｉ 个指标的平均值ꎮ
其次ꎬ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ꎬ并利用各指标

的权重计算各指标历年的金融服务普惠情况ꎬ得到

反映历年普惠金融波动情况的矩阵ꎬ矩阵中的元素

ｄｉ 计算公式为:ｄｉ ＝
ｗ ｉ(ｘｉ－ｍｉｎｉ)
ｍａｘｉ－ｍｉｎｉ

ꎬｉ ＝ １ꎬ２ꎬꎬｎ(２)

其中ꎬＸｉ 为第 ｉ 个指标的实际值(见附表)ꎬｍａｘｉ

为第 ｉ 个指标历年数据的最大值ꎬｍｉｎｉ 为第 ｉ 个指标

历年数据的最小值ꎮ
最后ꎬ比较(１)式和(２)式可以知道ꎬ０⩽ｄｉ ⩽

ｗ ｉꎬｄｉ 值越大表明这个指标反映的金融普惠程度越

高ꎬ金融服务的总体普惠情况要通过 １２ 个指标来共

同反映ꎬ这样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可以表示为

１ ２维笛卡儿空间上的点ꎬ即Ｄ ＝ ( ｄ１ ꎬｄ２ ꎬｄ３ ꎬｄ４ ꎬ

ｄ５ꎬｄ６ꎬｄ７ꎬｄ８ꎬｄ９ꎬｄ１０ꎬｄ１１ꎬｄ１２)ꎬ空间中的原点 ０ ＝ (０ꎬ
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０)ꎬ表示中国的普惠金融服

务完全空白ꎬ而各指标的权重组成的向量 Ｗ＝ (ｗ１ꎬ
ｗ２ꎬｗ３ꎬｗ４ꎬｗ５ꎬｗ６ꎬｗ７ꎬｗ８ꎬｗ９ꎬｗ１０ꎬｗ１１ꎬｗ１２)表示普惠

金融发展的最高水平ꎬ即各个指标都取得最大值ꎮ
因此ꎬ中国的普惠金融指数 ＩＦＩ 可以通过笛卡儿空

间中点 Ｄ 到点 Ｗ 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来测算ꎬ具体

的测算公式为:ＩＦＩ ＝ １－
∑
１２

ｉ ＝ １
(ｗ ｉ－ｄｉ) ２

∑
１２

ｉ ＝ １
ｗ ｉ

２

(３)

２.３　 实证分析

由表 ２－１ 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各年的 １２ 个普

惠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数据及公式(１)可以计算出各

指标的权重值ꎬ计算结果见表 ２－２ꎮ

表 ２－２　 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 Ｘ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权重 Ｗ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３０２ ０.１１０
指标 Ｘ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权重 Ｗ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１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数据计算得到ꎮ

根据表 ２－１ 的实际数据及表 ２－２ 的权重计算

结果ꎬ应用公式(２)可以计算出由 １２ 个指标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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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的波动情况矩阵ꎬ矩
阵计算结果如表 ２－３ 所示ꎮ

表 ２－３　 中国普惠金融波动情况矩阵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ｄ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４３
ｄ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５３４
ｄ３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７
ｄ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９２
ｄ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７５８ ０.１２１１ ０.１９２８ ０.３０１８
ｄ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６８９ ０.１０９９
ｄ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６１９ ０.１１２９ ０.１０９０ ０.１２５３
ｄ８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４８５
ｄ９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４７９
ｄ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３０９
ｄ１１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３４
ｄ１２ ０.１８０９ ０.０３８４ ０.１５６１ ０.１２２２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及表 ２－２ 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 ２－３ 的普惠金融矩阵及表 ２－２ 的各指标

权重ꎬ应用公式(３)可以计算出中国各年普惠金融

指数的数值ꎬ结果如表 ２－４ 所示ꎮ

表 ２－４　 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ＩＦＩ ０.１１８７ ０.１８６２ ０.３５０９ ０.４８５３ ０.５５７３ ０.５５２７

数据来源:根据表 ２－３ 及表 ２－４ 数据计算得到

２.４　 结论

由表 ２－３ 可以看出ꎬ十二个指标的波动规律总

体来看是一样的ꎬ都是增加的ꎮ 反映金融广度的八

个指标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反映金融深度的四个指标

的增加速度ꎬ说明在过去 ６ 年中ꎬ金融广度增加的速

度要远远大于金融深度的增加速度ꎮ 反映金融服务

广度的八个指标的波动性十分相似ꎬ基本上都是逐

年增加的ꎮ 由于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遭遇金融危机ꎬ银行

业金融机构数量和证券帐户数的增速下降ꎬ因此每

万平方公里得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每万人拥有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证券投资普及率在 ２００８ 年有

所下降ꎬ其它指标的最小值都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ꎬ最大

值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ꎬ且近三年的增幅明显要大于过去

三年的增幅ꎮ
金融服务深度的四个指标之间的差异比较大ꎬ

数值大小和波动性各不相同ꎮ 股票成交金额 / ＧＤＰ

易受经济环境的影响ꎬ近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

缓ꎬ因此数值也逐步减小ꎬ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小值ꎮ
在存款的使用方面ꎬ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出现小幅下降ꎬ
其他年份均缓慢上升ꎬ该指标在统计的 ６ 年中的最

小值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ꎬ并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大值ꎮ 保

险深度和贷款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ꎬ均在 ２００８ 年出

现大幅下降ꎬ其余年份围绕一固定值上下波动ꎮ 指

标的最小值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ꎬ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ꎮ
从表 ２－４ 的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来看ꎬ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总体上迅猛增长ꎬ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０.１１８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０.５５２７ꎬ增幅

较大的年份出现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指数值分别增加

０.１６４７ 和 ０.１３４４ꎬ这与金融服务广度的指标波动性

比较相似ꎮ 可能是由于在金融危机之后ꎬ政府大量

投资基础设施ꎬ提高了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水平ꎮ
根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结果ꎬ可知指数

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金融服务的广度ꎬ即金融服务

的供给情况ꎬ因而ꎬ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面需要进一步

挖掘ꎬ从而推动中国普惠金融全面协调地发展ꎮ 当

然ꎬ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应该是受多方面复杂因素

的综合影响的ꎬ鉴于研究方法及数据的限制ꎬ本文仅

采用十二个指标进行测算ꎬ因而得到的普惠金融指

数与中国实际有些偏差ꎮ

３　 对策建议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ꎬ如城乡差

异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小企业融资难等ꎬ这些问

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ꎮ 建设普惠

金融的重点在于向弱势群体提供他们可负担的金融

服务ꎬ从而降低贫困地区的信贷门槛ꎬ获得更多的就

业和创业机会ꎬ促进经济均衡发展ꎮ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

速ꎬ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ꎬ尽管如此ꎬ
中国的金融普惠程度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较低水

平ꎬ在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获得性方面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ꎬ尚未达到普惠金融概念所要求的让每

一个人都能使用金融服务ꎮ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出政策建议ꎬ希望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所参考ꎮ
３.１　 协调区域发展

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金融普惠程度上存

在明显差异ꎬ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普惠程度相对较

高ꎬ城市的普惠程度要高于农村ꎬ东部地区的普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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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ꎮ 这种差异的存在意味着金融

资源配置的不平衡ꎬ导致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较为乏力ꎮ 因此ꎬ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加大对农

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ꎬ缩小金融普惠程度的差异ꎬ
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ꎮ 另外ꎬ由于普惠金融的目

标客户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ꎬ所以国家还

要注意对普惠金融的消费者进行权益保护ꎬ避免弱

势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ꎮ
３.２　 发展小型金融机构

由于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集中在城市或者乡镇

中心ꎬ很少深入到农村ꎬ因此在农村获得金融服务相

对来说较为不方便ꎬ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ꎮ
另一方面ꎬ农村的信用软环境建设不足ꎬ缺乏抵押担

保ꎬ因此在农村开展金融活动会增加银行的风险ꎮ
而本土化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

构更加熟悉本地市场ꎬ对贷款人的经营状况更加了

解ꎬ缓解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ꎮ 因此ꎬ在
农村地区需要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ꎮ 另外ꎬ根据

中国普惠金融指数的测算结果可知ꎬ普惠金融指数

的构成中ꎬ每万人拥有银行卡受理终端数所占的权

重最高ꎬ因此ꎬ相对于增加高成本的银行分支机构ꎬ
增加银行卡受理终端能更好的推进普惠金融ꎮ
３.３　 创新金融产品

目前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品种主要是小额信

贷ꎬ金融产品的品种较为单一ꎬ无法满足金融服务多

样化的需求ꎮ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积极创新设计出丰

富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来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ꎬ而且

创新的金融服务可以不断挖掘普惠金融市场和未能

享受金融服务的群体ꎮ 同时ꎬ金融机构要针对低收

入客户ꎬ开发适合他们并且他们能够负担的起的金

融产品ꎮ 另外ꎬ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ꎬ利用互联

网金融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ꎬ使得在传统金融环

境下无法盈利的业务ꎬ在互联网金融的环境下可以

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ꎮ
３.４　 提高金融意识

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ꎬ对与金融相关的知识

了解非常少ꎮ 发展普惠金融要加大向弱势群体普及

金融知识的力度ꎬ帮助他们了解各种金融服务ꎬ提高

金融意识ꎬ鼓励他们通过存款、贷款、汇款、保险等各

种金融服务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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