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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of Guizhou provinc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of ris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in
risks facing the financial poverty, and analysis the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main body
from the market point of view by the means of game, so as to deepen the financial marke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isk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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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市场化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博弈分

析

王资燕 许新月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贵阳 550025,中国

摘要:随着贵州省市场化金融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完善对风险的补偿成为当前一项重要

任务。本文在分析了市场化金融扶贫的现状后，着重阐述了金融扶贫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

从市场化角度对金融扶贫各主体进行博弈分析，从而深化对贵州省市场化金融扶贫风险的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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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金融扶贫工作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地区的经济

得到稳步增长，社会各项事业不断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

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过程中，仍然面

临着诸多问题，如扶贫方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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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能力不足，利率和流动性风

险加大等问题。因此，我国要加大完

善对市场化金融扶贫风险的补偿机

制，从而加大对贫困地区扶贫力度的

支持。

2. 文献综述

目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市场化

金融扶贫进行研究。李嘉斌（2014）

从农业科技金融的资金需求者和供给

者的的角度分析农业金融所面临的风

险，从而明确了政府和市场在降低金

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方磊（2016）

指出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促进了农村

金融的发展，但包括利率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的农村金融风险亟待有效识别

和分析，并需要设置合理的补偿机

制。吴义能，叶永刚（2016）认为扶

贫金融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金

融创新，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以

及家户与金融市场进行良性互动，争

取和利用一切扶贫资源和政府的其他

资源，推动市场资金运转，从而促进

贫困地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苏畅、

苏细福（2016）在对金融扶贫现状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举措，

以不断提升金融扶贫水平。顾佳峰，

张翅（2012）从两个行业组织的角度

分析企业、政府、行业组织三方的博

弈过程，认为企业需要对金融市场整

体博弈格局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且制

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来提高成功的几

率。林源聪（2017）用博弈的视角以

及博弈模型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政

府、企业以及贫困者三者的博弈关

系，从而得出建立金融扶贫风险补偿

机制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金融扶贫

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及问题已有了一定

认识，并提出许多合理有效的建议。

然而专门针对市场化金融主体的风险

补偿的相关内容还不是很丰富。本文

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各个金融主体

出发，运用博弈的分析方法，来不断

深入探索金融扶贫补偿的相关问题。

3. 贵州省市场化金融扶贫现状

3.1. 市场化金融扶贫的相关概述

与传统金融扶贫方式不同，市场

化金融扶贫改变了“政府为主，社会

为辅”的局面，减少了政府的全面干

预，更多的是把扶贫交给市场，充分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机构

的积极支持下，将灵活的金融市场与

各金融扶贫主体相结合，以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促成金融扶贫工作由

“输血式”到“造血式”转变，是一

种符合市场化发展规律的扶贫方式。

3.2. 贵州省金融扶贫面临的主要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欠发达地区

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贵州省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地成效，贫困人口逐渐减少。但

是，在扶贫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因而，贵州省金融扶贫面临的主要风

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用风险对金融扶贫工作有

着极大的影响。金融市场运行过程

中，金融机构利用财政资金对融资企

业予以支持，以便其加速脱贫的步

伐。然而一旦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

按时还本付息，可能会因此产生信用

违约风险。因而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减

少甚至不愿再对其进行投资。金融扶

贫的进度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完善的

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有利于经济的稳

定持续发展，也能够分散部分金融机

构的风险。在充分利用政府资金支持

的情况下，建立专业化的金融担保机

构，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济建设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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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同时，完善的信用担保制度能

有效的解决贷款难的问题，使贫困地

区的人们以在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

上，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凭借自

己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进行抵押贷款，

进而共同促进基础设施的改善，减轻

金融机构扶贫的压力。

（2）利率风险的存在加深金融扶

贫的难度。首先，利率风险主要是由

市场利率的变动造成的，会使商业银

行遭受一定的损失。随着中央银行对

贷款利率的放开，我国金融市场的利

率开始走向市场化。而对于发展落后

地位的农村市场来说，利率市场化存

在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金

融机构获取的利润会有所下降，金融

扶贫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挫伤。在利率

放开管制时，金融机构只有通过不断

提高存款利率，才能吸引客户进行存

款，从而获得融资的资本。另一方

面，利率的变动也加深了贷款的难

度，使得金融机构不得不降低贷款利

率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资源。正是由

于存款利率的提升和贷款利率的下

降，使得金融机构的利润不断地被压

缩，最终加剧金融扶贫的难度。

（3）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影响银

行投资力度。对于偏远贫困地区来

说，金融机构成为其获取资金支持的

主要来源。然而由于投资项目收益的

不确定性，加之这些项目的流动性较

大，使得金融机构所发放的贷款也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投资与收

益之间的时间差，也使得金融机构不

愿意对此进行金融投资，因而也加剧

了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扶贫的难度。此

外，金融机构存贷款保险制度的缺

失，无疑也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用危

机和支付危机。

（4）金融机构扶贫主体和方式缺

乏多样化，规避风险手段单一。当

前，贵州省金融机构扶贫主体多为一

些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扶

贫方式主要是为偏远贫困地区提供如

助学贷款、抵押贷款等小额信贷支

持。而由于多数偏远地区金融监管的

缺失，金融机构的某些优惠政策很难

落到实处。同时，保险业的缓慢发

展、证券业的空白状态，都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贷款质量。因此

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就较低，贫困地

区人口从银行所拥有的优惠政策中获

得帮助的也就很少，这些都难以满足

贫困人口对金融优惠政策的需求。

4. 市场化金融扶贫主体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一种研究激励结构间的

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理性决策行为

及其结果的理论。其中博弈论主要分

为动态博弈、静态博弈以及合作与非

合作博弈。本文主要从市场化金融扶

贫主体间的博弈进行分析，从而促成

扶贫风险补偿机制的构建。

4.1. 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博弈分析

就市场化金融扶贫风险补偿来

说，政府所提供的利益属于公共利

益，即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有资格利用

其提供的资源。相对于政府的公共利

益而言，金融机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

提高自身所获取的利益，以达到利益

最大化的可能。因而金融机构会尽可

能的占用政府的资源，而留给贫困户

极少数的金融资金，从而偏离了金融

扶贫所要达到的目的。政府和金融机

构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理论

主要是：委托人想让代理人按照其利

益进行行动，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

存在，委托人并不能知道代理人的行

动如何，故只有通过先观察代理人的

相关行动，并对其进行奖惩机制，才

能更好地提高代理人的办事效率。对

于政府和金融机构而言，政府通过金

融机构来进一步达到金融扶贫的目

的，然而并不能了解金融机构是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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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将政府提供的金融资金进行合理的

利用，是否贫困户通过金融机构得到

相应的利益。因而，政府要在观察金

融机构实施行动后，对其业绩作出相

关评价，最后在建立合理的机制，提

高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以便更好地

达到金融扶贫的积极效果。

两者经过博弈后可能产生的结果

如下：委托人所获得的最大利润 R

（H），最小利润 R（S），同时支付给

代理人的高报酬 W（H），产生的较低

负效用-H；较低报酬 W（S）,产生较高

负效用-S。对此，委托方和代理方分

别的收益为：高利润高报酬时委托人 R

（H）-W（H），代理人 W（H）-H；低

利润低报酬时委托人 R（S）-W（S），

代理人 W（S）-S。激励约束条件为：W

（H）-H>W（S）-S 时，代理人即金融

机构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扶贫政策，反

之，金融机构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完

全配合政府的扶贫政策。

（1）首先，对金融机构进行分

析：在约束条件 W（H）-H>0，W（S）-

S>0 时，金融机构会选择接受委托。

（2）其次，对政府进行分析：①

在保证金融机构获得正常收益的情况

下，假设其接受政府委托并积极支持

金融扶贫政策，那么委托人就有 p 的

可能性获得高收益，有效开展金融扶

贫政策，同时将有 1-p 的可能性获得

低收益。那么，对于风险中性的政府

来说，如果选择委托的期望收益大于

不委托的收益。即 p×[R（H）-W

（ H ） ]+ （ 1-p ） × [R （ S ） -W

（S）]>0。那么政府就会选择委托，

将金融扶贫工作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开

展，反之，政府不应选择委托。②在

保证金融机构政策获利的情况下，假

设金融机构接受委托但以自身盈利为

目的，而忽视扶贫政策时，那么委托

人就有 1-p 的可能性获得高收益，有 p

的可能性获得低收益。因此，（1-p）

× [R（ H） -W（ H） ]+p[R（ S） -W

（S）]>0，政府应该实施委托，反

之，政府不应该完全选择金融机构进

行扶贫政策的开发。因此，政府在进

行金融扶贫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其制

定的相关政策符合上式，进而利用金

融机构达到金融扶贫的积极效果。

4.2. 政府和贫困户的博弈分析

政府和贫困户之间的博弈分析主

要表现在，政府在利用市场的基础

上，通过不断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以及

拓宽贫困地区的金融市场等方式为贫

困户提供可利用金融资源。而贫困户

在了解政府的相关举措后，积极响应

政府政策。然而一些地区仍存在着政

府扶持政策不到位，贫困户利益受损

的现象，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贫困户

则会面临向上级政府投诉或者主动忽

视的两种态度，而上级政府也有监察

与不监察的两种政策，如此，我们可

以做出一下假设：

（1）面对金融扶贫过程中，贫困

户出现利益受损的问题。如果政府主

动监督查处，贫困户的支付成本为 0，

此时贫困户得到金融扶贫资金的效用

为 R1；政府监察金融机构的成本为

F，政府监察金融机构的效用为对金融

机构的处罚 G 和因此产生的社会和谐

稳定 H。

（2）是当贫困户向政府举报金融

机构的违法行为，政府进行查实时，

贫困户的上诉成本为 C，此时贫困户的

得到的扶贫资金的效用为 R1；政府进

行查处的成本为 F，其效用为对金融机

构的处罚 G 和因此产生的社会和谐稳

定 H。

（3）是当贫困户向政府举报，但

政府不对其进行监察时，贫困户的上

诉成本为 C，此时贫困户的效用为 R2

（R1>R2）；政府不监察金融机构的成

本为金融扶贫效果低下即为-H。

（4）是当贫困户不举报金融机构

违法行为，政府也不进行查处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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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的支付成本为 0，因此贫困户得到

的扶贫资金的效用为 R2；政府不查处

金融机构的支付成本为 0，其效用亦为

0。

综上四点假设，政府和贫困户进

行博弈如下：

表 1 政府和贫困户在金融扶贫中的博弈

政府

贫困户
举报 不举报

监察
（G+H-F,R1-

C）

（G+H-F，

R1）

不监察 （-H,R2-C） （0，R2）

由表可知，当贫困户选择进行举

报时，由于 G+H-F>-H,故政府的最优策

略是进行监察；当贫困户不进行举报

时，由于 G+H-F>0，故政府也会选择进

行监察；当政府进行监察时，由于

R1>R1-C，因而贫困户会选择不举报；

当政府不监察时，由于 R2>R2-C，因而

贫困户也会选择不进行举报。因此，

政府和贫困户在面对金融扶贫的相关

政策时，政府应该加强监督机制，而

贫困户则选择不举报。

4.3. 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的博弈分析

市场化金融扶贫主体的博弈过程

主要指银行和扶贫对象即借款人进行

理性决策的过程，其主要是银行利用

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以及有效的信用风

险补偿机制，通过观察借贷者的相关

信息后，将其所拥有的资源借贷给扶

贫对象，根据不同扶贫对象的需求，

分阶段发放贷款。一旦银行发现扶贫

对象难以弥补其所贷资金，银行就会

停止对其进行借贷，同时将通过政府

提供的信用风险补偿机制弥补其损

失，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同时，也增加

了投资的积极性。故贫困户也应利用

保险制度，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以

便给金融机构更多投资的可能性。

5. 结论

在对市场化金融主体进行博弈分

析的基础上可知，加强对贵州省市场

化金融扶贫风险补偿是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的现实选择，促进经济发展的

重要举措。综上所述，为促进贵州省

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扶贫扮演者不

可取代的角色，然而，只有正确的认

识到市场化金融扶贫过程中所遇到的

问题，并对扶贫风险加以有效降低，

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才能真正

的将扶贫问题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

上为地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帮助，从

而加快贵州省贫困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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