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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残疾群体信贷约束特征及其 

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术 

陈银．娥 曾小龙 

[摘 要]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3)，对农村残 

疾群体的主要借贷渠道、信贷约束特征、借贷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非正规借贷是大部分农村残疾者当前最为重要的第一借贷渠道。供给型信贷约 

束是农村残疾群体遭受的主要信贷约束形式，且正规信贷约束明显高于非正规信贷；与非 

残疾群体相比，其借贷需求更为旺盛，但遭受的信贷约束也更为严重。非正规借贷资金主 

要参与到借贷者平滑消费和改善农业生产的小额投资中，具有明显的“帮扶”和“扶贫”意 

义。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扶贫；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提升农 

村残疾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收入创造能力；防范普惠金融风险，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尽量 

减少“因病致贫”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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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自2016年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而剩下的贫困 

群体大多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且处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如农村残疾人群体就比较典型，这 

就决定了扶贫脱贫任务更加艰巨。目前，中国残疾人群体尤其是农村残疾人群体规模较大，且贫困 

发生率较高。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全国残疾人口2006年约为 8296万人，约占当年 

总人口的6．34％(丁志宏，2008)，其中农村残疾群体占全部残疾人口的 75．04％(国家统计局、第 

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2006)。农村残疾群体虽然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和意愿，在适当 

工作岗位上甚至能够发挥出和健全人一样的劳动作用，但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已有的家庭初始 

财富相对较少，生活与生产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在缺乏外部信贷资金的情况下，若想提升生产 

水平或参与到需要一定资金规模的投资项目，则该家庭必须缩减生活开支，这往往会带来家庭成员 

身体健康和受教育程度的下降，进而陷入“贫困陷阱”。一般来说，农村残疾群体陷入贫困陷阱的 

概率比非残疾群体更大。根据世界银行贫困线的标准，中国残疾群体与非残疾群体的贫困发生率 

差距从 2004年开始拉大，前者在 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比后者分别高 1．04、4．17、 

11．06和 21．52个百分点；如果按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残疾群体与非残疾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差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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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6年开始拉大，前者在2006年、2009年、2011年比后者分别高0．62、9．09和 11．84个百分点 

(廖娟，2015)。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实名制专项调查(2015年)显示，持有残疾人证的 

农村残疾群体约50％处于国家贫困线下，且在很多地区占到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10％以上(程凯， 

2016)。因此 ，这一部分群体的脱贫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因而意义重大。 

农村残疾群体是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虽然存在生理缺陷，但同样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和意 

愿，客观上应该具备获得金融服务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权利。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效益考虑一般会 

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价格或人为设置享用障碍而将弱势群体(尤其是穷人)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使 

信贷资金更多地集中到收入和信用水平较高的群体手中，进而使贫富之问的差距越来越大。普惠 

金融强调金融机构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以可承担的成本提高贫困群体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可获 

得性。其核心是“为每一个人在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 

各类型金融服务”(周tJ,)lf，2015)，被认为兼顾了金融机构的经济 目标与可持续目标，将金融赋权 

与减贫有效结合，因而能够帮助农村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获得帮助其发展的信贷权，缓解其信贷约 

束程度，进而提升其生活水平、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为此，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3)，对农村残疾群体的主 

要借贷渠道、信贷约束特征、借贷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索符合农村残疾人等社会弱 

势群体实际情况的普惠金融服务的创新，有效促进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二、文献综述 

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户信贷约束及其借贷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肯定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服务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信贷资金的用途。普 

惠金融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Honohan，2004)，帮助农户平滑消费、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福利水平和 

实现脱贫与发展(Feder et a1．，1990；Duong and Izumida，2002；董志勇和黄迈，2010；余泉生和周亚 

虹，2014；李庆海等，2016)。其中对女性提升消费、投资和抵御风险能力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Chen and Snodgrass，2001；Dupas and Robinson，2013)，参与小额信贷项目经营小商业女性的收入 

和储蓄水平更高(Dadson et a1．，2012)。农村信贷提供的外部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个体经营等 

投资，或者医疗和住房等消费(余泉生和周亚虹，2014)，但由于农户内部的异质性，不同类型农户 

的信贷约束和资金用途存在差异，高收入者的信贷机会和额度更多(王书华等，2014)，正规借贷占 

比较大(谭燕芝和彭千芮，2016)，借贷资金多用于生产，低收入者的借贷资金则多用于消费(黄祖 

辉等，2007)。 

第二，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信贷约束现状，对“中国农户是否面临信贷约束”、“信贷约束是否 

严重”、“是供给型信贷约束还是需求型信贷约束”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信贷约束普遍存在于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Stiglitz and Weiss，1981；Barslund and Tarp，2008)，信贷约束根据产生原因 

的不同分为供给型信贷约束和需求型信贷约束①(Boucher et a1．，2008)。研究发现中国农户面临的 

信贷约束既有供给型，也有需求型(黄祖辉等，2009；刘西川和程恩江，2009)。其中部分学者认为， 

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供给型信贷约束，如王书华等(2014)使用山西省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正规 

借贷获得率，发现 73．7％的农户遭受信贷约束；李庆海等(2012)采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微观数 

据，使用Biprobit模型也推算出64．5％的农户遭受到供给型的信贷约束。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当 

① 需求型信贷约束是借贷需求者因金融知识欠缺或认知偏误、信贷合约的交易成本或风险成本过高，而主动放弃借贷或减 

少借贷额(Kon and Storey，2003；Boucher et a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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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农村地区借贷发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借贷需求不足，供给型信贷约束并不严重，现有的金融 

体系能够满足农户借贷需求。如李岩(2013)通过分析山东省三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数据，发现 

95．82％的农户借贷申请能够获得批准；钟春平等(2010)对安徽省的微观调查也发现，农户的信贷 

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且农户信贷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其收入水平低和投资机会少。李长生和张 

文棋(2014)对江西省的调查研究也同样显示，需求型信贷约束更为严重。正因农户各类型信贷约 

束的严重程度存在争议，所以学者们开始对特定生产领域的农户进行细化研究，且发现细分群体面 

临的信贷约束存在显著差异。马燕妮和霍学喜(2016)将苹果种植户分为一般专业化农户和专业 

化大户，发现两者分别主要面临需求型信贷约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魏昊等(2016)细化研究粮食 

种植户发现，贷款规模大者和贷款规模小者分别主要面临供给型信贷约束和需求型信贷约束，信贷 

约束程度与风险偏好正相关，且风险规避者往往遭受需求型信贷约束。与之类似，不同创业阶段农 

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存在差异，创业初期农户和创业发展期农户分别主要面临需求型信贷约束和 

供给型信贷约束(张应良等，2015)。农户的种植面积越多、单笔借贷额度越大、离银行网点越远， 

其面临的信贷约束程度越严重，家庭收入则可以缓解其信贷约束程度(马燕妮和霍学喜，2016)。 

第三，多方面分析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刘晓欣和周弘(2012)分析了北京、上海和广州 

三地居民个人基本特征和家庭基本特征对其银行贷款和亲友借款的影响，发现家庭收入、食物支出 

和个人健康状况等因素对两种借贷渠道都具有显著影响，而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家庭人1：3规模只 

对其亲友借贷具有显著影响，且外生的银行利率直接决定了农户的正规借贷倾向(谭燕芝和彭千 

芮，2016)。由于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品和担保，而情感、信任、社会评价、个人及家庭信誉等社会 

资本为农户所重(褚保金等，2009)，社会资本能够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和降低交易费 

用，因而农村金融研究开始不断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农户 

的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童馨乐等，2011；胡枫和陈玉宇，2012)。社会资本具 

有“抵押和担保”作用(杨汝岱等，2011)，在非正规借贷中决定了农户的借贷能力。在正规借贷中， 

社会资本对农户的借贷倾向和借贷规模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叶敬忠，2004)。小额信贷中的小 

额联保信贷产品就是基于农户间社会资本的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刘成玉等，2011)。值得注意的 

是，非正规借贷仍然是大多数农户的主要借贷渠道(何广文，1999；李锐和李宁军，2004)。 

第四，强调改善农户信贷约束状况需要供给需求两手抓。在信贷产品供给方面，大力发展小额 

信贷等普惠金融是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途径，小额信贷产品和小额信贷机构通过构建符合农 

户实际情况的组织形式、借贷制度和产品设计，可以有效获取和利用农户的软信息，改善农户面临 

的正规信贷约束。除现有比较成熟的小额联保产品和小额担保产品外，创新和推广小额产权抵押 

贷款也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普惠金融产品。牛荣等(2016)研究发现，在西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地区，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程度不显著，缺乏土地抵押品的非农经营方式农户的信贷约束反而 

更加严重。但需要注意的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时，需要保护贫困村和 

贫困群体，避免其面临的信贷约束更为严重(张兵等，2015)。在信贷需求方面，金融意识能够有效 

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特别是需求型信贷约束(赵捷和祝宏辉，2016)。因而需要在农村地区加大 

金融知识普及力度，特别是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政策方面的金融知识 ，提升农户的金融素养和纠正 

其认知偏误。 

综合来看，现有少数文献对特定生产领域农户的信贷约束进行了行业内细化研究，但以整体农 

户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仍停留在农户层面，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户信贷的异质性，特别是农村残疾人等 

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尚未有关于农村残疾群体信贷约束及借贷行为的专门研究；而且，现有文 

献也很少对借贷者的民族、性别、健康状况以及社会网络中尤为重要的近亲成员的影响等进行研 

究；更少有文献将“是否有工资收人”、“是否从事个体经营”等非农就业因素考虑到关于农户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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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的相关模型中。本文试图将借贷者的非农就业状况和近亲成员(父母、法定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配偶兄弟姐妹等)等因素作为分析农户借贷行为的重要影响变量，围绕农村残疾群体的主要 

借贷渠道、信贷约束特征、借贷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从人 口社会学特征视角对 

各细分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发生率和借贷额度进行比较分析，了解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普遍 

特征及内部差异；其次，探究农村残疾群体特殊性的信贷约束特征，分别从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 

整体借贷等方面，利用 Logit模型分析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借贷金额使用 

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的回归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得出缓解农村残疾群体信贷约束的对 

策建议。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在农村信贷约束研究结论尚存在较大争议的背 

景下，不再将研究对象停留在农户层面，而是对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农村残疾群体这一弱势群 

体进行分析；二是分析了民族、性别、残疾状况和健康状况等基本特征，以及非农就业状况、近亲成 

员特征等重要影响因素对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弱关系的力量”理论在弱势群 

体借贷行为中的存在。 

三、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行为及其信贷约束特征 

(一)数据来源及其人口社会学特征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 

据(CHARLS2013)。该数据库的调查对象为 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但受访者的在世配偶无论年 

龄是否在45岁及以上都直接成为调查对象，因而极少部分受访者的年龄低于45岁。该数据样本 

覆盖28个省 150个区县 10629个家庭的 18264位受访者，能够有效反映中国中老年人的家庭、健 

康、工作、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等多方面信息。本文以农村残疾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数据库中筛 

选得到农村残疾群体受访者3908人。因过度劳动和无休止劳动普遍存在于农村老年人中(姜向群 

和刘妮娜，2013；谭娜和周先波，2013)，中年人和低龄老年人往往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 

活跃主体，因而本文使用该数据来研究农村残疾群体的信贷约束和借贷行为具有合理性。 

从人口社会学特征的统计结果来看(如表 1所示)，3908位受访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年龄 

相对较高，平均年龄为64．27岁。但实际的受访者主要是中年人和低龄老年人，70岁及以下者 占 

比为71．18％，且60岁及以下者占39．17％。而全国残疾人口中15—59岁人 口占比为 42．10％(国 

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2006)，与本文中年人在样本中39．17％的占比相 

差不大。(2)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受访者的女性占比50．72％。(3)受访者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 

占比为8．14％，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布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8．49％的比例基本一致。 

(3)残疾类型包括躯体残疾、大脑受损或智力缺陷者、失明或半失明、聋或半聋、哑或严重口吃等， 

聋或半聋者占比最高。(4)受访群体学历以小学和文盲为主，其占比分别为4O．51％、43．35％，受 

访者的受教育水平低。(5)受访群体政治面貌中党员占比较少，只有 7．16％。(6)受访群体婚姻 

关系较为稳定，婚姻状况中以已婚为主，占78．40％，离异、丧偶或分居占19．50％。(7)从事非农就 

业者少，有工资收入者和从事个体经营者的占比分别只有 10．49％和 6．42％。(8)在近亲成员方 

面，受访者的父母或法定父母大都已身故，分别占比79．02％和61．82％；而自身兄弟姐妹和配偶兄 

弟姐妹的数量都相对较多，3人及以上者的占比分别有 55．22％和69．65％；子女的数量也大多在3 

人及以上，占比65．20％。(9)就样本分布区域而言，东北部较少，中部、东部和西部的占比分别为 

28．10％、40．94％、26．20％。总之，样本农村残疾群体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是：以中老年汉族为主；大 

多受访者父母已身故，但兄弟姐妹、配偶兄弟姐妹及子女的数量相对较多；男女比例均衡；身体健康 

状况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婚姻关系较为稳定；非农就业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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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农村残疾群体的人 口分布特征 (单位：人；％) 

人 口分布特征 人数 百分比 人 口分布特征 人数 百分比 人 口分布特征 人数 百分比 

50岁以下 473 12．10 身体 健康 561 14．41 至少一位 
父母健 8O9 20．76 

51-55 414 10．59 健康 一般 1639 42．09 健在 在情况 

56-6o 644 16．48 状况 差 1694 43．50 都 已故 3088 79．24 

文盲 1583 40．55 法定父 至少一位 年 61
- 65 708 18．12 761 23

． 95 小学及以下 
1694 43．39 母健在 健在 龄 66

- 70 543 13．89 (含私塾) 
情况 都已故 2416 76．05 71

- 75 453 l1．59 学历 初中 492 12
． 6O 

1人或没有 248 6．49 
76-80 346 8．85 高中及中专 127 3．25 子女 2人 1025 26

． 83 

81岁以上 327 8．37 大专及以上 8 O．20 数量 
3人及以上 2548 66．68 

性 男 1926 49．28 政治 党员 280 7．19 1人或没有 1093 27
．97 兄弟 

别 女 1982 5O．72 面貌 非党员 3614 92．8l 姐妹 2人 657 16
． 8I 

民 汉族 3563 91．81 已婚 3064 78．40 数量 3人及以上 2158 55．22 

族 少数民族 318 8．19 婚姻 离异、丧偶 762 19
．

5O 配偶兄 1人或没有 714 18．27 

躯体残疾 971 18．21 状况 或分居 弟姐妹 2人 472 12．O8 

未婚 82 2．10 数量 3人及以上 2722 69．65 
残 大脑受损或 779 14

． 61 
疾 智力缺陷 个体经营户 251 7．00 中部 1098 28．1O 

非农 类 失明或半失明 1396 26
．
18 非个体经营户 3334 93．0o 西部 16oo 40．94 

就业 地 区 型 
聋或半聋 2050 38．45 有工资收入 410 12．45 东北部 186 4

． 76 情况 

哑或严重口吃 136 2．55 无工资收入 2884 87．55 东部 1024 26．2O 

(二)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行为特征 

本文基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从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整体借贷和双重借贷等四个角度，对 

明确回复了借贷问题的3287位各细分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发生率和借贷额度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2所示)，以便分析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行为特征。 

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划分的依据是信贷资金来源的不同，其中正规借贷是指从银行等正规 

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借贷行为；非正规借贷则是指从亲朋好友等获得信贷资金的个人间借贷 

行为。双重借贷是指同时兼有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整体借贷则是指发生了正规借贷或者非正 

规借贷，因而整体借贷人数等于正规借贷人数加上非正规借贷人数，再减去双重借贷人数。 

本文整理的3287位对借贷问题做出明确应答的农村残疾受访者中，有借款行为的占20．96％， 

其中7．14％有正规借贷，18．77％有非正规借贷，4．95％既有正规借贷又有非正规借贷即双重借 

贷。由表2可以看出，年龄、性别、残疾类型、民族、学历等全部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下，存在着一个 

普遍现象，即农村残疾人群体非正规借贷发生率高于正规借贷发生率，且两者的差距在许多人口特 

征下都超过 l0个百分点。非正规借贷是大部分农村残疾者最重要的第一借贷渠道。应该注意的 

是，大多数情况下，正规借贷平均借贷金额高于非正规借贷。 

此外，在各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下，农村残疾群体还表现出明显的内部差异。(1)随着年龄的 

增长，农村残疾人群体借贷发生率及平均借贷金额呈下降趋势。(2)女性借贷发生率低于男性，但 

女性的平均借贷金额高于男性，原因可能是能够获得借贷的女性一般收人创造能力、还债能力尤其 

是信誉相对较高，因而其平均借贷金额更高。(3)躯体残疾者、哑或严重口吃者的借贷发生率明显 

高于失明或半失明残疾者。(4)少数民族的借贷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其平均借贷金额低于汉族，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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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 

职业 

个体经营户 13．04 55198．O0 21．30 40612．24 26．09 60765．67 8．25 113578．95 

非个体经营户 6．65 35835．64 18．51 30100．45 20．52 38772．48 4．64 79723．40 

受雇工作者 8．56 36554．29 2O．54 35526．79 23．96 43506．63 5．14 82400．O0 

非受雇工作者 6．92 38519．30 18．53 30332．47 20．54 40325．79 4．91 83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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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 CHARLS(2013)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2)表中的借贷发生率是组内发生率，即组内发生借贷行为人数／组内样本总数，反映的是组内受访者的借贷 

行为倾向。如明确回复了借贷问题的女性受访者1658人，其中发生整体借贷行为者309人，因而女性的整体借贷 

行为发生率 =309／1658 100％一18．64％。 

(3)由于存在受访者在部分问题不应答的情况，因而某一特定人口社会特征下的人口总数可能小于3287位， 

如对身体健康状况做出应答的受访者只有3276位。 

因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拉高其借贷发生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其借贷额度。(5)借 

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最高的分别是具有初中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农村残疾人群体，即在受教育 

程度低的群体中，学历较高者的借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较高。(6)相对而言，已婚者的借贷发 

生率及整体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平均金额最高；离异、丧偶、分居者的正规借贷和双重借贷平均借 

贷金额最高，且与未婚者的借贷发生率相差不大。(7)个体经营者、有工资收入者的借贷发生率和 

平均借贷金额分别高于非个体经营者和无工资收入者，这说明投资机会、收入创造能力和稳定性是 

影响农村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借贷需求及发生率的重要因素。(8)身体健康质量越差者的借贷 

发生率越高，但平均借贷金额却越低。这是因为身体质量影响到农村残疾人群体的收入创造能力 

和医疗支出等，从而间接刺激其借贷需求，并降低其可获得的借贷额度。(9)父母或法定父母至少 

有一方健在者的借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高于父母或法定父母皆已故者。(10)子女数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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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借贷金额越少；但借贷发生率上，则除双重借贷发生率外，有 2位子女的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 

发生率最高。(1 1)兄弟姐妹数量或配偶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其借贷发生率越高。在平均借贷金额 

上，除正规借贷外，兄弟姐妹数量与其正相关；但配偶兄弟姐妹数量与平均借贷金额的关系较为复 

杂，整体借贷平均金额与配偶兄弟姐妹数量正相关，双重借贷平均金额是配偶有2位兄弟姐妹者的 

最低，但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平均金额则都是配偶有 2位兄弟姐妹者的最高。(12)东北部的 

借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都最高；东部的借贷发生率最低；西部的平均借贷金额最低。 

(三)农村残疾群体的信贷约束特征 

信贷约束是借贷者的信贷需求长期得不到贷款者的满足，而且合约中没有改变的倾向(黄祖 

辉和刘西川，2009)。根据信贷约束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完全信贷约束和部分信贷约束(朱喜和李 

子奈，2006)。完全信贷约束会降低借贷发生率，部分信贷约束则会降低平均借贷额度。 

为进一步探究农村残疾群体的信贷约束特征，有必要对农村残疾群体、农村非残疾群体和农村 

全部群体进行比较分析。本部分依然基于人口社会学特征，从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整体借贷和 

双重借贷的发生率和额度等角度进行分析(如表 3所示)。其中，农村残疾群体、农村非残疾群体 

样本是明确回复了借贷问题的3287位和9804位受访者；农村全部群体样本则是 14521位农村受 

访者中对“残疾问题”和“借贷问题”都做出明确回复的13091位受访者。 

表3 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差异特征 (单位：人；％；元) 

注：(1)根据 CHARLS(2013)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2)全部农村群体包含农村残疾群体和农村非残疾群体。 

(3)表3中的借贷发生率、整体借贷、双重借贷等指标含义与表2相同。 

对农村残疾人群体、非残疾人群体及全部群体的借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发现农村残疾群体信贷约束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特征一 ：农村残疾群体的正规借贷发生率明显低于非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发生率是正规借贷 

的2．63倍。从表2可知，农村残疾群体的正规借贷平均金额虽高于非正规借贷，但其正规借贷发 

生率却更低。农村残疾群体在农村正规信贷市场面临的信贷约束明显高于非正规借贷。主要原因 

可能是相比于正规借贷，来自亲朋好友的非正规借贷的借贷难度和借贷成本都相对较低。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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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农村残疾群体因缺乏抵押品等不能满足银行放贷条件，从而正规借贷申请难以成功，但作为非 

正规借贷供给方的亲朋好友在确定还款风险不高后，出于“帮扶目的”更容易同意给予贷款；正规 

借贷的借贷成本高于非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往往不需要支付利息或只需支付银行存款利息即可， 

促使农村残疾群体优先选择向亲朋好友申请借贷。 

特征二：与农村全部群体和农村非残疾群体相比，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发生率及平均借贷金额 

都明显更低，即获得的借贷机会和额度更少，但双重借贷发生率更高。农村残疾群体的双重借贷发 

生率更高说明其贫困发生率比非残疾群体高，从而其信贷需求相对更加旺盛，需要尽可能争取外部 

资金。农村残疾人群体整体借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发生率和平均借贷金额都更低，则表明其 

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完全或部分信贷约束，实际需求额度得不到有效满足。也就是说，农村残疾群体 

遭受的信贷约束主要是供给型信贷约束，且比非残疾群体更为严重。如表 3所示，农村残疾群体整 

体借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双重借贷的发生率为20．96％、7．14％、18．77％和 4．93％，分别比 

农村非残疾群体低1．48、0．09、0．83和高0．53个百分点。其整体借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双 

重借贷的平均借贷金额分别为40778．22元、38225．38元、31039．63元和83172．84元，分别比农村 

非残群体低 10312．79元、21802．22元、5297．86元、21324．43元。农村残疾群体遭受更为严重的供 

给型信贷约束的原因是，在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借贷者还债能力是影响农村正规借 

贷和非正规借贷供给方提供贷款的关键因素，农村残疾群体的收入创造能力和还债能力相对较低， 

因而其获得的借贷机会和借贷额也都相应更低。 

当然，毋庸置疑，需求型信贷约束也是造成农村残疾群体借贷发生率低的重要原因，但从农村 

残疾群体仅有双重借贷发生率比非残疾群体更高可知，需求型信贷约束并不是农村残疾群体信贷 

约束的主要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残疾群体获得的非正规借贷平均金额与农村非残疾群体的相差不大。主 

要原因可能是以“感情”和“信任”为基础的农村非正规借贷具有浓厚的“帮扶”意义。因为在本文 

的3908个农村残疾群体样本中，352位受访者在2012年对其他家庭或单位拥有债权，但仅有11位 

受访者的债权获得利息收入，由此可见大量小额非正规借贷的帮扶性。因此，尽管农村残疾群体还 

款能力相对较低，但亲朋好友出于帮扶目的依然会尽量满足其合理借贷需求。 

四、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文共整理得到3908个农村残疾群体样本，在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得到 2363个有 

效样本。本文分别以受访者是否有正规借贷行为(Fc)、非正规借贷行为(IFC)、整体借贷行为 

(TC)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t方法对其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变量设置及其基本描述 

性统计如表4所示，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 

(一)变量设置及其基本描述性统计 

影响经济主体借贷行为的因素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微观层面，借贷行为产 

生的收益与责任往往由整个家庭享受或承担，个人借贷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受到自身及家庭其他成 

员的影响，因而本文选取受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两类变量进行研究。其中个体特征包括个体的 

年龄、性别等基本特征和残疾类型等残疾特征；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近亲成员特征、家庭资产和支出 

特征等。在宏观层面，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信贷政策、扶贫政策等相关因素都会影响农村残疾群 

体的借贷行为。鉴于利率等宏观影响因素的外部性和相似性，本文着重分析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 

为的微观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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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基本 

特征 

年龄 受访者在 2013年受访 时的买 际年龄。 61．15 9．07 

性别 1表示男性；O表示女性。 0．52 0．50 

民族 1表示汉族；0表示少数民族。 0．92 0．27 

学历 菱2 3 4 喜耋 5 以 2 o．s， ⋯ 下为；初中为；高中或中专为；大专及以上为。 ⋯‘ 
政治面貌 1表示是 中共党员；O表示非中共党员。 0．07 0．26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薹 康状况"s们。 
个体经营者 1表示受访者从事个体经营；0表示没有。 0．07 0．26 

有工资收入者 1表示受访者在2012年有工资收入；O表示没有。 0．14 0．34 

婚姻状况 秭  蝣  剖  1
． 0o 0．05 

一～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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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类型 

特征 

DS1 —0．1572 —0．0109 0．2692 0．0375 0
． 2360 0．3743 

Ds2 —0．0034 —0．0o02 0
．3528⋯ 0．0492 0．3249⋯ 0．4779 

Ds3 0．1160 0．0o80 0
．
4180⋯ 0．0583 0．3564⋯ 0．4873 

DS4 0．8962” 0．0622 0．0732 0．0102 0
． o913 0．1110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pseudo R 为准 R 。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从农村残疾人群体的个体基本特征、残疾类型特征、近亲成员特征、家庭资产及支出 

特征等四个方面分析其对农村残疾人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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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特征对农村残疾人的影响 

(1)年龄对农村残疾群体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两者具有 

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行为先随其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又 

随其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间年龄段的农村残疾群体具有更高的借贷需求，且 

其较高的收入创造能力和还债能力也帮助其能够获得贷款者更多的认可。 

(2)性别对农村残疾群体的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 

见农村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农村女性残疾群体在正规和非正规借贷中都处于更加弱势 

的地位，更容易遭受信贷约束和排斥，这与信贷领域性别歧视的国际研究结论相一致(Fletschner， 

2009；Cole and Tatyana，2016)。 

(3)民族对农村残疾人的整体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正规借贷行为有 

显著负向作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相对落后，其收入较少、贫困率较高，信贷需求较高，加之国家在 

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少数民族表现出更高的正规借贷可能性，这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式 

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效果，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不足和金融排斥困局依然存在(雷汉 

云，2015；李欣，2016；杨茜云和欧璇，2016)。政治面貌及学历则与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行为没有显 

著关系，即党员身份或相对较高的学历不会显著增加或减少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可能性。 

(4)农村残疾人群体自我评价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具 

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身体健康情况越差，其借贷可能性越高。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治病是借贷的主 

要用途之一(刘晓欣和周弘，2012)。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家庭医疗卫生保健等相关支出增加的同 

时，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与储蓄也会因劳动能力变弱而减少，使生活和发展面临资金困难，因而只 

能通过向外借贷解决。在本文3908个农村残疾群体样本中，身体健康 自我评价最差群体的平均家 

庭金融资产最少，只有9610．13元，比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和优秀者分别少5938．39元、10486．53元。 

(5)农村残疾群体“从事个体经营”只对其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工资收入”则 

只对其非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这是因为，个体经营户的借贷额度往往较大，一般的亲 

戚朋友难以提供有效帮助，因而只能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且与一般农户相比，个体经 

营户的收入创造能力和收入水平往往相对更高，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认可，因而“从事个体 

经营”只对其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正向作用。此外，具备一定条件的创业农户是国家推行的贴息小 

额信贷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这也增加了个体经营农户正规借贷的可能性。另外，与一般务农农户 

相比，“有工资收入”农村残疾人群体的收入来源稳定且相对较高，因而在非正规借贷主要用于平 

滑消费和农业生产小额投资的情况下，其非正规借贷可能性显著较低。 

2．残疾类型特征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残疾类型是影响残疾群体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因素。与大脑受损或 

智力缺陷群体相比，其他残疾类型群体只有哑或严重口吃者的正规借贷可能性显著更高，但哑或严 

重口吃者的样本量较少；躯体残疾、失明或半失明、聋或半聋者的非正规借贷可能性都显著更高。 

残疾类型对正规借贷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残疾者的劳动能力和收人水平相对较低， 

因而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银行对所有类型的残疾者在甄选时都持谨慎态度。躯体残疾、失明 

或半失明、聋或半聋者之所以有更高的非正规借贷可能性，原因是相比于大脑受损或智力缺陷者， 

其收入创造能力和还款能力可能相对更高，且该信息能够被非正规借贷供给方的亲朋好友掌握。 

3．婚姻及近亲成员特征 

与表2的统计结果一致 ，婚姻状况对农村残疾人群体的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 

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已婚者的借贷发生率都相对较高。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结婚后将承担更 

多的责任与义务，已婚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开支等都将提高，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向外借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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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投资和生活的需求都会增加。且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稳定的婚姻状况也会增加贷款者对 

借款者的信任，因为借贷行为常是一个家庭的集体决策，借款者的配偶等其他家庭成员也将积极参 

与到还款的活动中。此外，已婚者的还款意愿也可能相对更高。 

“父母至少一位健在”对农村残疾群体的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村残疾者父 

母的劳动能力虽随年龄增加而下降，不能从事重型劳动，还会增加家庭生活支出，但其依然能为农 

村残疾者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多方帮助。比如，非残疾父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残疾者的生理缺 

陷，并为其提供精神支持，从而降低残疾带来的影响；而且父母能够帮助其照料家庭事务，保障其生 

活和减少护理支出的同时，还促进残疾者本人及其配偶等其他家庭成员更专心从事于生产活动。 

父母对农村残疾者生活和工作的帮助，提升了农村残疾者的工作动力和能力，使其表现出更为显著 

的贷款倾向。另一原因，也可能是其父母年老后所能创造的收入低于医疗等相关费用支出，使得该 

部分农村残疾群体的家庭生活成本更高，进而刺激其借贷需求，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论证。而回归 

结果显示的“法定父母至少一位健在者”对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与农村 

老年人主要与儿子生活在一处的农村家庭养老居住模式有关。 

子女数量对农村残疾群体的非正规借贷和整体借贷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子女数量越多， 

子女婚嫁、修建房屋和提供启动资金等压力越大，加之劳动力充足扩大生产和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更 

高，因而发生借款的可能性越高。 

从农村残疾群体夫妻双方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来看，有且仅有配偶兄弟数量对其正规借贷具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配偶的姐妹数量则对其非正规借贷和整体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为什么只有配偶兄弟姐妹在借贷行为 

中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现象①。虽然兄弟姐妹和配偶兄弟姐妹都是农村残疾人群体的近亲，但相对 

而言，与配偶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对较弱，彼此间的社会经济特征相似性也相对更低，因而为其提供 

借贷资金或投资机会的可能性更高，从而提升了农村残疾人的借贷可能性。配偶兄弟数量对农村 

残疾群体的正规借贷行为起正向作用，原因可能是农村地区向外寻找投资信息、机会和实施投资行 

为的主要是男性，因而配偶兄弟越多，能够获得的投资信息和机会越多，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正规借 

贷可能性。配偶姐妹数量则对农村残疾群体的非正规借贷行为起到正向作用，原因可能是配偶姐 

妹在婚嫁之后，与其社会经济特征相似性进一步降低，直接提供资金帮助的可能性更高。 

4．家庭资产及支出特征 

家庭资产及支出因素对农村残疾人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家庭金融资产②对农村残疾群体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金融资产越多的家庭应对大项开支的能力越强，而且还与农民投资机 

会少、投资意识不强等有关。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农村残疾群体维持其家庭生活、生产、发展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因非正规借贷主要用于平滑消费和小额投资，金融资产越多家庭的非 

正规借贷可能性自然越低；因投资机会少、投资意识不强等，在银行借款利息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正 

规借贷可能性也显著更低。 

(2)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③对农村残疾群体的整体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① 根据 Granovetter的“弱关系的力量”理论 ，相比于强关系，弱关系提供的信息由于相似性低和重复率低，因而能够帮助主 

体获得更多的提升就业等跨越社会阶层和结构的信息和资源(Granovetter，1973)。 

② 家庭金融资产包括家庭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政府债券、基金、股票、债权等，但绝大部分农村残疾群体家庭的金融资产 

都以现金、银行存款和债权为主。 

③ 农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拖拉机、脱粒机、机引农具、抽水机、加工机械等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家庭经营 

企业的其他生产性固定资产。农村残疾群体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一般以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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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家庭非生产性资产①对农村残疾群体非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生产性固定资 

产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生产和收入创造能力越强，生产性支出也会越多，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 

和产出的滞后性，在前期生产投入时，可能面临资金不足，需要通过向亲朋好友申请借贷应急。生 

产性固定资产和非正规借贷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体现出非正规借贷不仅具有平滑消费、保障生活 

的作用，在农业小额投资上也具有积极作用。家庭非生产性资产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经济水 

平越高，因而非正规借贷可能性更低，这也体现了非正规借贷明显的“扶贫”作用。 

(3)家庭主要支出 

农村残疾人群体家庭食物支出只对其整体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食物 

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开支和生活压力，因而食物支出越多，家庭负担越重，非正规借贷可 

能性也越高。在家庭生活面临困难时，最快速的方法便是向亲朋好友申请借贷来平滑消费和保障 

生活。农村家庭教育培训支出对其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行为都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这说明，农村地区对教育已经十分重视，即使家庭收入和储蓄无法承担教育支出，也愿意通过正规 

或非正规借贷来支持家庭成员受教育。因为，教育支出是一项具有投资意义的低风险合理支出，且 

受教育者能够在将来帮助家庭偿还该项债务，亲朋好友出于情感和信任也愿意帮助，因而教育培训 

支出对农村残疾群体的非正规借贷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三)基于借贷金额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农村残疾群体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本部分基于农村残疾群体的借贷额， 

使用 Tobit模型对借贷倾向影响因素的回归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有借贷，则被解释变量的取 

值是正规借贷额、非正规借贷额、全部借贷额的自然对数，即分别为 LnFC、LnIFC和 LnTC；如果没 

有借贷则等于0。 

各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6)与前文农村残疾群体借贷倾向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只有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对非正规借贷额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存在差异。 

表 6 农村残疾群体借贷额影响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 

① 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包括汽车、摩托车等家用交通工具，电冰箱、手机等家用电器，昂贵饰品、贵金属、古董等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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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pseudo R 为准R。。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3)，对农村残疾群体的主要借贷 

渠道、信贷约束特征、借贷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农村残疾群体的非正规借贷发生率比正规借贷高，且高出11．63个百分点，发生正规借贷 

行为的大部分农村残疾人群体同时发生了非正规借贷，正规借贷是双重借贷者增加借贷额度的补 

充，而非正规借贷才是大部分农村残疾者最为重要的第一借贷渠道。 

(2)农村残疾群体的信贷约束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在农村正规信贷市场遭受的 

正规借贷约束明显高于非正规借贷；二是与非残疾群体相比，其借贷需求更为旺盛，但面临着更为 

严重的信贷约束，实际需求额度得不到有效满足。虽然需求型信贷约束同时存在，但供给型信贷约 

束是农村残疾群体遭受的主要信贷约束形式。农村残疾群体的非正规借贷额度只略低于非残疾群 

体，主要原因在于非正规借贷是基于情感和信任，具有帮扶意义。 

(3)农村残疾群体的残疾类型中，与大脑受损或智力缺陷群体相比，其他残疾类型群体只有哑 

或严重口吃者的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度显著更高，但哑或严重口吃者的样本量较少；躯体残疾、失 

明或半失明、聋或半聋残疾者的非正规借贷可能性都显著更高。该现象说明，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 

构相比，亲朋好友等非正规信贷供给方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农村残疾群体的残疾类型基 

本上只对其非正规借贷可能性与额度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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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残疾群体中，“男性”、“身体质量较差者”、“婚姻状况较稳定者”、“家庭金融资产较少 

者”、“家庭教育培训支出较多者”，其整体借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可能性与额度都显著较 

高；“少数民族”、“个体经营户”、“父母至少一位健在者”、“配偶兄弟数量较多者”，其正规借贷可 

能性和额度较高；“无工资收入者”、“子女数量较多者”、“配偶姐妹数量较多者”、“家庭生产性固 

定资产较多者”、“家庭非生产性资产较少者”、“家庭食品支出较多者”，其非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 

度更高。而农村残疾人群体的“年龄”则与其整体借贷、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行为和额度都具有 

显著的“倒 u”型非线性关系。 

(5)“少数民族”、“家庭教育培训支出较多者”，其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度更高，说明小额信 

贷、助学贷款等政府主导的外生式普惠金融已经起到积极作用，凸显出普惠金融扶贫政策的有效 

性。但农村借贷市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等问题。 

(6)虽然供给型信贷约束是农村残疾群体当前遭受的主要信贷约束形式，但在农村信贷市场 

上活跃的主要经济主体却是经济水平较低者。因而“身体质量较差者”、“家庭金融资产较少者”， 

其借贷可能性和额度显著较高；“无工资收入者”、“子女数量较多者”、“家庭非生产性资产较少 

者”、“家庭食品支出较多者”，其非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度较高。经济水平较低者的非正规借贷 

可能性更高，也进一步说明非正规借贷具有明显的“帮扶”和“扶贫”意义，加之“家庭生产性固定 

资产较多者”的非正规借贷可能性也更高，表明非正规借贷资金主要参与到借贷者平滑消费和改 

善农业生产的小额投资中。“个体经营户”的正规借贷可能性更高，则说明正规借贷资金主要参 

与到借贷者的非农投资等金额稍大的投资项目中。此外，生活条件较好者借贷参与率较低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农村地区投资机会少和农民投资意识不高，需求型信贷约束更进一步降低了其借贷可 

能性。 

(7)农村残疾群体的近亲成员中，“父母至少一位健在者”的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度较高，“配 

偶兄弟数量较多者”的正规借贷可能性和额度较高，“配偶姐妹数量较多者”的非正规借贷可能性 

和额度更高，证实了借贷者社会网络，尤其是其配偶兄弟姐妹对其借贷行为的重要性。加之“兄弟 

姐妹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更证实了“弱关系的力量”理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缓解农村残疾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信贷约束的启示及 

建议。 

(1)推进普惠金融扶贫。供给型信贷约束是农村残疾群体面I临的主要信贷约束形式，且其遭 

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的部分原因也是借贷交易成本过高和过去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甄选机制 

使农村残疾群体产生认知偏误。因而在政府主导的外生式普惠金融已有一定成就的基础上，借助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稳步推进外生式普惠金融，如完善女性小额信贷，改善女性在 

农村信贷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同时也要积极引导由市场决定的内生式普惠金融发展，鼓励银行等 

金融机构创新小额信贷金融产品和信贷流程，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此 

外，普惠金融的推广需要与其他扶贫项目同步推进，即普惠金融扶贫需要以其他“造血式扶贫”项 

目为基础，如具有造血功能与可持续的产业扶贫项目等，以保障普惠金融获得者后续能够“还本付 

息”；普惠金融扶贫需要以其他“短期扶贫”项 目为保障，防止借贷资金过多用于解决农村残疾群体 

等社会弱势群体家庭的近期生存问题，削弱普惠金融项目的长期扶贫效益。 

(2)防范普惠金融风险。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要注意对小额信贷风险和效率的把控，既要 

避免普惠金融“使命漂移”，也要避免“小微金融危机”和“小额信贷危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普 

惠金融实现社会扶贫效益的同时，必须能够获取合理的经济效益，以实现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避免 

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采取风险。这要求在扶贫过程中精准定位各类贫困群体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分 

类扶助，如无劳动能力及生存困难者应主要由民政部门在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下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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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因病致贫”现象十分严重，应对其予以高度重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尽量减少“因病致贫”的深度和广度。 

(3)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正规借贷供给者可以利用非正规借贷供给者的优势，来创新和完善 

普惠金融产品。亲朋好友等非正规借贷供给方在信息获取上具有优势，因而借贷者的残疾类型、食 

品支出、非生产性资产只对其非正规借贷倾向起到显著作用。银行等正规借贷供给者应大力完善 

和发展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克服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为进一步降 

低风险，还可辅之以林权抵押、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普惠金融创新 

产品，当互助组中借款者不能偿还债务时，互助组其他成员缴纳的担保基金优先用于购买借款者抵 

押的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或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来偿还债务。此外，还可配套强制储蓄等措施。可 

见，抓紧推进农村地区林权抵押、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改革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4)提升农村残疾群体的收入创造能力。受雇工作者因借贷需求低，降低了非正规借贷发生 

率；个体经营者拥有较好收入水平和投资机会，获得信贷供给拉高正规借贷发生率，两者面临的信 

贷约束程度都相对较轻。解决农村残疾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信贷约束和贫困现状的关键是，增加 

其收入来源和水平，根本途径则是提升其就业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技能培训体系， 

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在技能和资金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农村残疾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脱贫速度和 

有效性能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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