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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金融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Visa

摘要

2022年是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关键之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聚焦

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2020年 9月，Visa公司参与

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课题，为期两年。

本报告是基于课题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撰写提炼。课题研究表明，金融是助

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支持农村产业进行了多方面有益探索，取得

了诸多进展，但也面临金融资源不足、支持精准度不高、风险防范能力不强

等问题。应进一步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增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精准性，提

升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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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依托乡村优势，打造农业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对于农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产业已不再局限于农林牧渔等

第一产业，而是进一步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格局。2020年，

中国农村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7.8万亿元，占比为 4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8万亿元，占比 29%，第三产业增加值略低于第二产业，为 4万亿元，占

比 24%。二三产业合计占农村产业比重已过半，成为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

的重要主体。1

一、农村产业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和制约因素

金融是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力量。当前间接融资仍是金融支持乡

村的主要渠道，其中以涉农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是支农资金的主体，以股

权、债券等方式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是补充。总体来看，2013年至 2020年，

涉农贷款余额由 20.6万亿元增长至 38.9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2.61万亿

元，平均增速 8.72%，其中 2015、2016年涉农贷款增长迅速，两年平均增

速达到 9.38%。2017、2018、2019年增速放缓，三年平均增速 7.44%。2020

年快速增长 11.24%。但是，在我国信贷规模总体持续扩张背景下，涉农贷

款在贷款总额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从 2013年的 32.6%降至 2020年的 23%左

右。2

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主要针对企业，个人和非企业组织占比较低。

从涉农贷款对象来看，企业涉农贷款占全部涉农贷款的比重接近 70%，个

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2/content_5667778.htm

2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2/content_5667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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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涉农贷款占全部涉农贷款的 30%左右。3

由于农村一二三产业的特点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需

要适应农村产业相对分散、业态众多、差异性大的特点，因地制宜，根据不

同领域的金融需求提供适宜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从农村第一产业的金融需求看，农林牧渔四大领域的金融需求较强，

金融服务满意程度仍有提升空间。第一，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信贷需求呈现

多样化、高层次特征，特别是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多，在生产上走

向集约化、规模化、多样化，对贷款的品种需求也不断增加。农业保险在为

农民提供农业生产保障、为产业扶贫项目提供农业贷款保证保险产品等方面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渐成为重大农业灾害中农民恢复生产和新兴农

业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第二，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权

质押贷款需求旺盛，但林业金融服务供给明显不足。目前林权抵押贷款虽已

达到一定规模，但作为林业生产主体的大部分林农却仍未享受到林权抵押贷

款带来的融资便利，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面向林业企业和大户

林农。第三，牧业金融需求的季节性明显。牧区居民居住分散，自然灾害与

瘟疫疾病等带来的资产损失风险大，相应金融服务提供不足。第四，渔业对

研发和硬件设施更新资金需求大。渔业养殖企业需要经常更新换代硬件设施，

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养殖关键技术研发费用高，失败率很高，存在高投入、

高风险的特征。

从农村第二产业的金融需求看，农产品加工等农村工业的金融需求具

有资金需求额度大、季节波动强等特点。第一，企业资金需求额度普遍较大。

农产品加工企业位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上游以零散的农户为主，收购原材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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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成本相对高，需要大量的预付资金。农副产品加工的原材料往往是一些

时令性强、鲜活农产品，储藏、运输费用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企业运转。

第二，资金需求的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农产品收购季节集中，如果收购期

内原材料单位成本稍有上涨，就会加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一旦因资金不到

位而错过收购期，将会带来严重损失。第三，行业规模化发展和集中度提升

带来新的融资需求。近年来农产品加工行业准入门槛显著提高，具有一定规

模和品牌特色的企业加快扩张，行业集中度提升，产业链整合力度加大，对

原料种养基地建设、冷链物流的投资需求增加。

从农村第三产业的金融需求看，农村服务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特别是

乡村旅游、农村电子商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快，对金融的需求大。

第一，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宿旅游市场快速扩张，民宿项目涉及房屋建造、

装修、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成本，以及日常运营成本，投资需求大。第二，

农村电子商务具有资金周转快、流通范围广的特点，需要根据电商企业的实

际情况推行相应的融资模式。农村电子商务企业可抵押资产有限，银行对其

提供信贷支持的力度仍然不足。第三，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

储、邮政和信息传输、批发零售、租赁业等多种业态，金融需求呈现日益多

样化的特征。目前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相对单一，主要以储蓄、抵押类贷款及

农村小额信贷为主，担保、承兑、咨询服务等业务较少，很难满足为农服务

组织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二、金融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做法

在农林牧渔业中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进行实时精准监测，以科技手段

控制农村金融风险。基于传感器技术、GPS 技术等，传感器持续收集农业

经营中的实时数据，以达到提高产量、改善品质、节省人力、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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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以牧业为例，活体抵押贷款是金融支持畜牧业的重要途径。内蒙古、

甘肃等地牧区通过为肉牛安装传感器，以 GPS 技术实现实时三维定位和精

确定时功能，实现对肉牛个体的身份识别和动态监控，以此为基础推广“活

体抵押贷”、“养殖场抵押贷”等金融产品，有效破解了畜牧业养殖户抵押

难、融资难的问题。

金融科技助力农产品生产加工集群式发展。发展专业化程度高的产业

集群是县域和乡镇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受限于地域分散、生产规模小、人员

素质偏低等因素，农村中小企业集聚程度不高，生产过程规范性和标准化不

强。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为金融支持农

产品加工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

金融科技支持农产品流通管理提升效率，打通销售渠道。在农产品流

通环节，基于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流通过程进行信息管理和追溯管

理，建立基于网站和手机短信平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实现“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和服务的追溯，提升了流通管理效率。在农产品销售

环节，利用电商平台进行在线营销，最大限度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高效

整合信息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供应商与农户关系。如采用智能手机

APP、微信等平台，建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农产品交易平台。

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领域，使用 5G 和移动互联等手段提升支付结算

效率。扩大 5G网络覆盖面，改善农村地区网络环境，在不降低金融风控水

平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建立高效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体系。以金融科技为支

撑，通过建设无人银行、智慧柜台等方式，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基

础设施，在农村地区建设“半小时”金融服务圈。通过提升手机支付、条码

支付的普及水平等途径，逐步提高农村地区的支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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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创新赋能小微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小微企业是全球经济的支柱，占全球企业的 90%以上，贡献了全球

50%到 60%的就业4。在中国，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 50%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以上的专利发明和 80%以上的城镇就业5。在新兴市场，

小微企业面临的挑战尤为显著。据估计，有 40%的正规中小微企业存在融

资缺口，约半数的企业无法获得正规信贷服务6。农村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

龙头企业带动，也需要千千万万的涉农小微企业构成坚实的基础。

Visa公司最新的研究报告7显示，数字化对小微企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平台化的生态体系，新的人力资源

管理、库存管理、供应商管理、支付、记录存档等方式。小微企业的需求，

不再只是一次投入一种产品，而是需要同时上线多种服务。这些服务的集成

化将为小微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随着商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安全、更可

靠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支付和网络平台，许多中小微企业能够触达更多

的客户，从而更好地与大企业竞争。2021年 5月，Visa公司对美国的 1000

多家企业进行了在线调研8。调研结果显示，多数的小微企业不再需要政府

提供直接的资金资助，而是希望能改善入网速度，应用数字支付，更好地融

4
Kyaw, Aung，“Financ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Myanmar”（缅甸小微企业融资），

IDE Discussion Paper 第 148 号，2008 年 4 月，womensworldbanking.org
5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 年 6 月 4日，人民网

6
World Bank SME Finance: Development news, research, data | World Bank（世界银行小微企

业金融：发展新闻、研究、数据）
7
Empowering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e: New Strategies for Digitization of Micro and

Small Businesses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regional/na/us/about-

visa/documents/empowering-participation-in-commerce.pdf
8
Helping the Hardest Hit: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or Small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global/ms/documents/veei-us-small-business-

in-the-digital-age.pdf

http://www.womensworldbank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Access-to-Finance-of-Women-Owned-SMEs-in-Southeast-Asia-An-Assessment-of-Five-Countries1.pdf
http://en.people.cn/n3/2020/0604/c90000-9697411.html?utm_campaign=Marketing_Cloud&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China+News+Headlines+6.5.2020&%20utm_content=http%3a%2f%2fen.people.cn%2fn3%2f2020%2f0604%2fc90000-9697411.html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smefinance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regional/na/us/about-visa/documents/empowering-participation-in-commerce.pdf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regional/na/us/about-visa/documents/empowering-participation-in-commerce.pdf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global/ms/documents/veei-us-small-business-in-the-digital-age.pdf
https://usa.visa.com/content/dam/VCOM/global/ms/documents/veei-us-small-business-in-the-digital-a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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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字商务生态。

 中小微企业正在优先发展数字能力。当被问及未来三至六个月内最急

需解决的问题时，大多数中小微企业表示，他们需要挽留流失的客户

并吸纳新客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受访者认为，数字化是帮助他们

获客的关键，包括更快的网络、数字化的工作流程以及数字支付等。

这些数字化能力比资金更重要。

 数字化正在帮助企业更快响应，更好地服务客户和员工，韧性更强。

大多数的受访企业通过数字化资源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这些中

小微企业通过数字工具和网络平台，除了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外，还

更具韧性，更有能力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们

也从数字支付中获益。例如，2020年，超过 235万家在美的小企业

通过 Visa Direct的服务，快速获取资金，以改善企业的现金流。

 数字化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发展国际贸易的机会。中小微企业通过

网络平台进入国际市场。在美国登记的出口企业中，小企业占比约

98%，通过直接和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近 400万个就业岗位。相比

其它企业，微型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比例更小，但数字化和在线平台

的发展提高了微型企业从事出口的意愿。在受访的微型企业中，90%

从事出口的企业都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这表明，在数字经济的浪潮

中，一个能够连接多个市场买卖方的网络平台，可以极大地释放单个

企业的潜力。除此之外，数字支付是支撑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石，拥有

国际支付能力对从事进出口贸易至关重要。调研发现，微型企业更有

可能将其产品和服务出口到更多新兴市场，这意味着数字贸易推动了

微型企业的发展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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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京 2022年冬奥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旅产业和冰雪运动的

发展，尤其在赛事举办地，冬奥会为当地的城乡企业带来直接的营业增收和

发展机遇。然而很多小微企业并没有相应的能力或资源把握冬奥会带来的契

机。为弥合这一差距，Visa公司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体育大学，

于 2019年 12月启动“冬奥有她”项目，目标覆盖以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举

办地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的五千家女性小微企业，以多元的赋能机制提升女

性小微企业主的金融、数字化和商业管理能力。项目还联合外部资源，为女

性小微企业主打造经验分享、信息互通和相互支持的交流合作平台。

2021年 6月以来，“冬奥有她”项目在京津冀地区全面启动，广泛惠

及女性企业主。截至 2021年 11月，已有 4256名女性小微企业主在赋能平

台注册并参与学习。赋能女性小微企业主，帮助她们构建有持久影响力的知

识基础和同业网络，是助力当地社区蓬勃发展的基础。支持本地小微企业发

展，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和把握北京 2022年冬奥会带来的机遇，是为北

京 2022冬奥遗产和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贡献价值。

该项目入选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与区域发展遗产案例“。

“冬奥有她”项目产出的可量化的成果和真实案例，也为全球举办大型体育

赛事赋能赛事举办地与周边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四、金融科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建议

发展金融科技是提升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能力的重要途径。当前乡村地

区应用金融科技仍存在多方面制约因素。一是金融科技的投入具有较高的软

硬件门槛，乡村地区人口密度低、产业基础薄弱，利用金融科技受到一定限

制。二是乡村企业使用金融科技手段的积极性仍待增强。农村地区中小企业

和农户对于金融科技的了解不够深入，使用频率与城市相比仍然偏低。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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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相关配套标准滞后。农业物联网应用规范不健全，农业传感器标准

化程度不够，难于实现广泛的集成应用。针对制约农村地区应用金融科技的

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点。加强乡村地区通信基站覆盖率，逐步拓宽网络带宽，为应用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提供基础支撑，支持科技企业针对乡村特

点研发新技术，建立“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涉农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

通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

发展金融科技公共研发机构，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向中小金融机

构提供金融科技技术输出，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农信

社系统为重点，推动有条件的省联社集中开发面向全省的金融科技信息系统，

鼓励农信银等第三方服务机构研发通用型应用技术平台，实现技术标准一致、

数据规范统一、应用成果共享，技术解决方案成熟后可大范围推广。

第二，完善金融科技标准体系。完善农业物联网应用标准，在现代农

业中推广使用物联网技术，增加集成应用。在农业数据传输协议、数据存储、

融合应用等方面形成通用标准，提升互联共享程度，推动技术产业化应用。

加强农业农村领域数据隐私保护，减少农村企业因担心市场竞争而排斥使用

金融科技手段。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科技知识的科普宣传，增强农户和农村企

业对金融科技手段的了解，提升其应用金融科技的积极性。推动涉农数据整

合，由核心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增强乡村生产经营主体的数

据开放共享，为农业农村经营主体融资提供增信。

第三，针对农村二三产业日趋活跃的新形势，加强对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的适配性。推动适应乡村工业和服务业特点的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下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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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化手段打破分散农户间的物理隔离，实现虚拟聚合，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乡村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推动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农资供应服务、农业绿

色生产技术服务，促进各类乡村服务业经营主体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

专业化发展。增强金融科技对农村物流体系的支持力度，依托数字技术帮助

乡村地区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农村资源开发、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再加工，

农产品出村物流，农产品销售，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复合产业链。

第四，选择有条件的发达地区，开展乡村振兴金融科技应用示范项目。

以农业示范园区等重点项目为抓手，联合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完善软硬件配

置，加大金融科技示范应用。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项目，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合作，加强技术改造，配置软硬件设施，

实时掌握农业生产经营情况，降低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完善农业信贷风控机制。培育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促进数字农业与

金融科技相互对接，如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种养殖在线监控管理服务，并

与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同步对接。

第五，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风险控制能力。自

然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是金融支持农业农村面临的重要挑战，对农村信贷、

农业保险有很大影响。利用金融科技工具实现决策支持，对于提升金融机构

风险控制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农业农村实际，进一步拓展金融科技工具

范围。例如，可利用卫星遥感预估农作物产量、评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影

响，利用气象预测技术预测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等。完善政策激励机制，

对于相关研发及应用推广工作提供财税政策、专项资金支持，降低金融科技

使用成本，推动相关工具在农业农村的应用从小范围试点转向大规模应用，

提升适应农业农村需求的金融科技研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