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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2019,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credit default risk from two asp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to repay loans and their ability to repay 

loans. This paper selects five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farmer 

household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family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rough Biprobit model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armers' credit, through the Probit 

model, from two aspects of farmers’ ability to repay the loan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repay the loan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 credit default r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repay loans, and can reduce the risk of farmers' 

credit default. Therefore, farmer's social capital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reference index to predict farmer's credit default 

risk. 

Keywords—credit default, repayment willingness, repayment  

ability, social capital 

摘要—本文利用 2019 年对陕西省农户的调研数据，试图从

农户偿贷意愿和农户偿贷能力两个方面识别农户信贷违约风险

的影响因素。本文选用农户户主个体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家

庭经济特征、地理位置和农户社会资本五个指标，通过

Biprobit 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信贷的供需因素，通过 Probit

模型，从农户偿贷能力和偿贷意愿两个方面，识别影响农户信

贷违约风险的因素。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偿贷能力和

偿贷意愿均有正向影响，能够降低农户信贷违约风险。因此，

农户社会资本可以作为预期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有效参考指

标。 

关键词—信贷违约，偿贷意愿，偿贷能力，社会资本 

I.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头
等大事。2018 年 1 月 2 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是我国连
续 15 年将农业发展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2014 年，
国家首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列为农户向金融机构融资的
抵押品，以缓解农户信贷抵押不足，为了提供一个良好
的农村金融环境，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
农户贷款难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农村地区
金融抑制问题仍然严峻，农户有效抵押品仍然不足，农
村金融改革步伐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出现明显不协调。 

据统计，我国农户中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只
有 27%，民间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占 33%，另外的 40%则
是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2017 年，我国银行业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投放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 30.95 万亿元，只占整个银
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且村镇银行在农村
的覆盖比例较低，在我国农村许多地区，仍然缺乏信贷
服务的支持。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在抵押物相对缺乏的地区和农
户抵押物变现相对困难的地区，社会资本可以充当抵押
物有效降低信用贷款的违约风险，而我国作为一个典型
的重视“关系”的国家，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信贷市场存
在诸多问题，农户抵押不足的情况下，能否以社会资本
作为衡量农户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的指标，探讨社会资
本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影响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探
究意义。 

II. 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在完全信息的金融市场条件下，金融机构能够准确
观察借款人的行为，虽然不能够直接控制借款人的还款
意愿，但可以利用信贷合同约束借款人的违约动机
（Stiglitz, et al.1981）。但农村信贷市场具有明显的信息
不对称性（王冀宁等，2007），信息筛选和甄别成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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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时还存在由于农户文化素质较低等因素导致的道
德风险，使农户信贷违约问题变得十分复杂（Petrick，
2004）。 

从农村信贷市场来看，农村的信贷市场存在严重信
息不对称问题。农村信贷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农户资产相
对不透明的现实状况，使得金融机构很难真正实现信贷
风险的有效甄别。即使能够顺利开展甄别活动，也可能
会出现事先甄别与未来还款意愿不匹配，无法对农户事
后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如果农户谎报资金用途，将用于
经营性生产的贷款用于消费性用途（婚丧嫁娶等），将
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再生回报，导致信贷违约（王冀
宁，赵顺龙，2007；丁志国等，2014）。 

农村信贷市场也存在农户歧视问题，农户本身经济
基础就比较薄弱，收入单一且不确定性大（周韵 2009，
季峰 2017），农户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内
在风险（气候变动、病虫害以及突发性支出等），明显
地提高了农户信贷违约的风险概率（Rosenzweig 等，
1993），不仅如此，农户对金融知识缺乏了解，缺乏获
取利率变化和财务政策等市场信息的主动性，获取相关
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信息闭塞，都导致其资金的获利
能力较低，进而影响农户最后的还贷能力，增大违约风
险（李娟 2007）。 

正规金融机构为了控制信贷风险，信贷决策时往往
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要求贷款人尽可能地提供担保，来
降低风险，但农户符合法定要求的抵押物很有限，农村
的住房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为有效抵押品，当前农
村区域产权市场不活跃，贷款人处置抵押物的成本也很
高，因而大部分农户无法满足正规部门发放贷款的要
求，被排除在正规金融市场外。在不确定性较严重的情
况下，金融机构通常通过提高利率来调整局部收益风险
比，也拒绝了不能接受高利率的农户进入正轨信贷市场
（McKinnon,1973;Shaw,1973）。然而，提高利率本身也
会带来消极效应，使本来能够足额准时偿还贷款的农户
减少，最终导致违约风险提高（Basu，1997）。 

显然，对于中国农村信贷市场而言，利率手段和抵
押担保都难以切实解决农户违约问题，一方面源于国家
对利率调整幅度的限制和对农村信贷的政策指导，另一
方面在于中国法律制度约束下农户所拥有的主要资产，
仍然面临不易变现和交易市场不健全的问题。基于此，
在 Grameen 银行推行的合作信贷成功之后，人们认为社
会约束和群体监督维系的合伙体系能够降低农户违约的
倾向（Bhatt，1988；Huppi 等，1990）。 

III.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 

A. 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弥补农户贷款抵押物不足的缺陷 

研究表明基于地缘关系邻里之间建立的社会资本，
能够形成具有类似于抵押品的性质，从而能够扩大农户
的资金渠道。社会资本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具有“抵押品
化的社会关系”功能（Biggart 和 Castanias，2001），社
会资本在此起到经济担保的功能，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
农户信用贷款而减少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严武等
（2014）认为农户借贷行为离不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
在农户借贷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抵押和担保角色。胡枫
等（2012）研究发现: 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得性

和借贷金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非正规金融借贷
相比，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大。
国外学者（Karlan 2007；Dinh Q H et al. 2012；Shoji M et 

al. 2012 ）也得出一致结论认为社会资本在农户小额信贷
市场上弥补农户贷款抵押物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B. 社会资本有利于信息的传递，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Cornell 和 Welch（1996）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信贷
市场借贷双方进行筛选。同时，社会资本可以缓解信贷
市场中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问题，降低搜索成本、监督
和履约成本，从而节约小额金融交易成本（Kraton，
1996；Okten&Osoli，2004）。 

C. 社会资本可以约束农户的信贷违约行为，降低农户信
贷违约风险 

由于极高的文化的同质性，同一社区的村民相互之
间不仅对彼此行为方式非常了解，情感与交流也容易沟
通。从关系的动态视角看，这种内部互惠关系有助于形
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强化农户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合
作，对道德和信贷风险的化解也是个有力支撑，降低了
整个区域农户信贷违约的风险性（刘一伟等 2018）。社
会资本通过违约者及其欺骗行为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基于
网络的社会惩罚与社会压力增加借款人违约成本等方
式，来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概率和降低信用风险。社会
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司法机制促进金融合约履
行。张晓月和陈静（2007）认为，社会资本参与信贷风
险控制的作用机理就是使金融机构更易收集相关信息，
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来提高借款人还款
概率，尤其是在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更需要借助于社会资
本降低监督和交易成本。刘成玉等（2011）指出农村社
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
控制，尤其是在充当抵押物方面。Alesinaetal（2013）通
过实证得出结论，银行贷款可得性与社会资本及信任水
平成正比。李庆海等（2018）通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正
式和非正式两类，研究得出正式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违
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李庆海、孙光林等（2018）从
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得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农户
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也不同，其中拥有较多团体性社会
网络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IV. 变量及模型选择 

A. 因变量 

本文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衡量从农户的偿贷能力
和偿贷意愿两方面考虑。从理论层面上看，行动意愿和
行动能力共同决定了行为结果，具有较强偿贷能力但不
具备偿贷意愿会产生主动违约，具有较强偿贷意愿但不
具备偿贷能力会造成农户被动违约。从金融机构实践中
的评估指标体系来看，对农户预期是否会违约也是从偿
贷意愿和偿贷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的。 

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测度方法和农户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选取两个指标衡量农户偿贷能力，两个指标衡
量农户偿贷意愿。 

对农户偿贷能力，本文通过偿贷能力 1、2 两个指标
衡量，还贷能力 1:您家在全村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么？设
置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五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volume 170

141



个选项，回答后三项的农户偿贷能力较强，回答前两项
的农户偿贷能力较弱，据此构建农户还贷能力是否较强
的二值虚拟变量，偿贷能力较强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偿贷能力 2:通过其 2018 年家庭基本生活总支出和家
庭总收入，计算得出样本数据家庭基本支出占家庭总收
入的比重，进而找出总体样本数据的中位数，如果农户
比重大于中位数则认为其还贷能力较弱，取值为 0，否
则认为其还贷能力较强，取值为 1，从而构建农户还贷
能力是否较强的二值虚拟变量。农户家庭基本生活支
出，采用询问农户过去一年每月平均基本支出的金额
（即每月用来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金额），算出样本
农户一年家庭基本生活支出，通过样本数量的收入支出
比，来衡量农户在除去维持家庭基本支出后农户可支配
资金的比例，可支配的资金比例越大则还贷能力越强。 

对农户偿贷意愿的衡量，本文采用了两个指标，偿
贷意愿 1：假如您有一笔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还款时
您的收入远远低于您期望的水平而不足以归还时，您会
节约您的日常开支来还钱么？偿贷意愿 2：假如您有一
笔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还款时您的收入远远低于您期
望的水平而不足以归还时，您会通过像他人借款来还钱
么？对以上两个问题，回答会的农户偿贷意愿较强（取
值为 1），回答不会的农户偿贷意愿较弱（取值为 0）。 

B. 核心变量 

借鉴相关学者对农户社会资本类型和维度划分，本
文测度与农户偿贷行为有关的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社会
网络和社会信任。社会网络通过经常往来的人数和过年
过节用于人情往来的支出进行测度；社会信任通过农户
对网络成员的信任程度、在做重大决定时是否会询问意
见、拜访的频率以及在遇到困难时网络成员能否提供帮
助。除去社会网络中的两个变量用实际数值度量外，其
他变量根据农户对频率、评价与感受的回答，采用五级
评分标准为调查对象打分。 

将社会资本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KMO 检验值为
0.697 ， 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近 似 卡 方 值 为 312.799

（sig=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采
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采用提取主成分法提取特
征根大于 1 的两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7.579%，公
因子 1 的贡献率为 35.159%，公因子 2 的贡献率为
67.579%；分别用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社会
资本的两个维度因子得分加总求和，计算得出每个样本
的社会资本指数。 

C. 控制变量 

本文从农户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年龄、受教育程
度、健康状况）和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人口数、是否有
人外出务工）、家庭经济特征（家庭固定资产状况、家
庭平均每月基本生活费用、2018 年家庭总收入、是否办
理保险、2018 家庭种植耕地数量）和地理位置（离银行
距离）四个方面设置了控制变量。 

D. 模型选择 

本文首先利用 Bi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基本特征对农户
信贷需求与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然后进一步利用 Probit

模型探究农户社会资本对农户偿贷能力和偿贷意愿的影
响。 

由于农户信贷需求和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为二元离散
变量，且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因

此我们采用 Biprobit 模型。模型设定形式如下：用 1Y 和

2Y 分别表示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和农户是

否有向金融机构借款的需求。 1Y
=1 表示金融机构愿意提

供贷款，而 1Y
=0 表示其不愿意提供贷款； 2Y

=1 表示农

户有借款需求，而 2Y
=0 表示其没有贷款需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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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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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和农户有借款需求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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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 Y 表示农户是否发生了借款行为，若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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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信息不完全，无法识别信贷供给和需求的
具体情况，只能观测到农户最终信贷行为的具体情况，

即可以获得 Y=1 和 Y=0 的具体值，而无法获得 1Y 和 2Y

的全部具体值。因此，采用 Biprobit 模型及其估计方
法。 

根据对农户是否有偿贷能力以及是否有偿贷意愿，
设置“是=1，否=0”，对偿贷能力 1、偿贷能力 2、偿贷
意愿 1 和偿贷意愿 2 本文都选择建立二元 Probit 模型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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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 信贷需求 信贷供给 

Coef. Std.Err. Coef. Std.Er. 

家庭人口数 -0.583** 0.286 -0.058 0.113 

年龄 -0.039* 0.023 -0.016 0.012 

受教育程度 1.149** 0.453 0.579*** 0.225 

是否外出务工 0.795 0.506 0.123 0.212 

健康状况 -0.866** 0.439 0.043 0.119 

固定资产 0.0216 0.028 0.029 0.019 

办理保险 0.644 0.431 0.649*** 0.245 

家庭总收入 0.160** 0.078 0.089** 0.039 

距离金融机构 -0.133 0.120 -0.192*** 0.071 

2018 年家庭耕种数 -0.017 0.028 0.008 0.012 

社会资本 0.001 0.002 -0.001 0.001 

常数 -1.529 2.064 -1.541 1.105 

最大似然函数值 -128.813 

Rho 0.674 0.189   

athrho 0.819** 0.348   
Wald test of rho =0 Chi2(1)=7.329 probit>chi2=0.007 

 
表 2. 

项目 偿贷能力 1 偿贷能力 2 偿贷意愿 1 偿贷意愿 2 

家庭人口数 -0.185 -0.316** -0.076 0.057 

年龄 0.019 0.027** 0.006 -0.044*** 

受教育程度 0.024 -0.299 -0.219 -0.268 

是否外出务工 0.196 -0.129 0.108 0.018 

健康状况 -0.226 0.121 -0.104 -0.291** 

固定资产 0.009 -0.021 -0.020 -0.009 

办理保险 -0.055 -0.060 0.655** 0.389 

家庭总收入 0.269 *** 0.258*** -0.642* -0.042 

距离金融机构 0.012 0.045 -0.103 -0.431*** 

2018 年家庭耕种数 -0.031 -0.052** -0.038** -0.001 

社会资本 0.003*** 0.001** 0.001*** 0.002*** 

常数 -2.556 -1.08 3.396 4.514 

*表示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V. 结论与讨论 

使用 STATA12.0，运用样本数据，对 Biprobit 模型
进行估计，结果见下表 1。从整体看，模型与数据拟合
较好。逆米尔斯比率（athrho=0.819）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贷需求方程显著影响信贷供给方
程，且两个方程的相关系数（rho）为 0.674，说明二者
相关关系明显。可见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的决策是
以农户的信贷需求基础。从信贷需求方来看，农户的家
庭人口数，户主年龄，健康状况都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
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家庭规模较大的农
户，也会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农户借贷的可能性会降
低；而户主年龄越大、健康程度越差对于信贷的需求就
越小，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农户年龄增大，农户改变现
状的期望会降低，而相对的生活成本和经济要求也比较
低；而健康程度较差的农户，预期自身还贷能力较低，
会降低其信贷需求。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总收入都对

农户信贷需求有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农户，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投资的意愿也相对较
强，更希望通过信贷资金来提高生活状况；家庭总收入
较高的农户可能会因为其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获益较
大的投资项目，从而促使其信贷需求增大。从信贷供给
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和是否办理保险都
正向影响农户的获贷情况，表明目前影响金融机构放贷
的主要因素为农户收入和其收入的稳定；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农户可能会因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社会资

源，畅通的信息渠道而有更强获利能力，从而提高其获
贷的可能性。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对影响农户信贷违约的四个指
标进行因素分析，由表 2 可知，农户社会资本的总存量
越大，农户偿贷能力和农户偿贷意愿越大。农户增加资
本的投入，表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提供其所希望
获得的资源或者信息渠道，进而提高农户经济能力，随
着农户对其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其违约带来的成本变
大，农户的违约的可能性降低。 

在对农户偿贷能力 1 的因素分析中，模型估计结果
较差，可能的原因是偿贷能力 1 采用的指标是受主观态
度影响较大；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偿贷能力 1 和偿贷能力 2

的影响均为正，这表明农户家庭总收入越多农户就越可
能具备偿贷能力；农户家庭人口数，家庭种植数量对农
户偿贷能力 2 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人口

数较多，可能意味着家庭中有需要教育支出的学生或需
要被照顾的老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相对较大，可能
会增加农户的不确定性支出，而农户家庭种植数量越
多，会因为自然灾害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增加其农业
收入的不稳定性，反而负向影响家庭偿贷能力。 

农户办理保险对其偿贷意愿 1 有正向影响，说明保
险业务的办理可以对农户未来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起到
一定的稳定作用，保障农户基本生活，提高农户的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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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农户的种植数量对偿贷意愿 1 的影响为负，说明
农户种植数量越多，其农业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影响偿贷
意愿。结果表明，家庭总收入对偿贷意愿的影响并不是
正向的，表明依靠农户家庭总收入来预期农户未来违约
风险并不可靠的。 

对农户偿贷意愿 2 的影响因素中，控制变量中户主
年龄，健康状况及农户家庭住址离银行的距离对农户偿
贷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农户对
其收入资金的不确定和收入来源的不稳定会降低他的偿
贷意愿，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违约带来的负面影响
的在意程度降低，偿贷意愿整体下降；农户的健康状况
越差，会因为相应的医药费用增加而降低农户可支配收
入，降低农户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状态，影响农户的偿贷
意愿，而农户离银行越远获取银行政策信息的渠道就越
不畅通，影响其偿贷的意愿。 

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户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偿
贷能力和偿贷意愿，农户可以主动和有选择的投入社会
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制度属性和资源属性的作用，
通过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提高农户偿贷意愿；农户拥有
的社会资本又能够为他提供所需的资源和信息渠道，改
善农户的经济状况。基于此，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农户
基本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以将社
会资本作为一个参考指标，更好的找到有偿贷能力且偿
贷意愿较高的农户，精准放贷，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同
时，保证银行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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