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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金融供给的优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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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农村金融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的发展环境，助力农村金融机构更健康的发展，为农村发展提供更
好的金融服务。文章结合笔者工作经验，先概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然后分析了供给侧改革为农村金融供给带来的机遇，
包括为农村金融提供更广泛的业务空间、为农村金融供给提供驱动力、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方面的依据等方面；最后则
给出了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金融供给的优化路径，包括提升农村金融供给的能力、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资金的流动性、创新
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等措施。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农村金融；优化路径
DOI：10.33142/mem.v1i1.1407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Financial Supply from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Reform
NIMA Ciren 1, 2
1 Linzhi Central Sub-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Nyingchi, Tibet, 860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Plant Science, Tibet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Nyingchi, Tibet, 860000, China
Abstract: Supply side reform of rural finance will help to improv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rural finance, help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more healthily and provide better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uthor's work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connotation of supply side reform, then analyzes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supply side reform
for rural financial supply, including providing a broader business space for rural finance, providing a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financial
supply, providing a basis for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cies and so on; finally, it gives rural finance in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reform optimization path of supply includes improving ability of rural financial supply, improving liquidity of rural
financial supply funds and innovating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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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在充分的结合了我国实际情况之后，为了带动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针对经济框架实现合
理化和切实化的调整，促进所有要素都能够实现科学配置，我国相关行政机构专门制定了供给改革政策。在供给改革
政策实行毅力啊，有效的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也同时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就现如今各项工作的开展
实际情况来说，农村金融供给整体水平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还是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以解决的，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行业的稳定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全面的结合各方面情况，对金融
供给路径加以完善和创新。这篇文章主要围绕供给侧改革形势下农村金融供给优化路径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希望能够
对促进农村供给整体效果方面有所助益。

1 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的，二者既相互影响也相互制约，供给能够为需求给予满足，并且能够自
行结合需求的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在需求与供给相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如果需求超出供给的
时候，就会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现实表现就是商品短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需要我们增大供给量。结合近年来我
国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的各项改革政策的要求，供给改革是十分关键的一项举措，是为中央各项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
指导的一项工作。我们可以采用有效的方法来提升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农村实行金融供给侧改革工作
其最终的目的就是针对当前农村经济框架实施调整，从而保证农村地区的经济核心要素能够实现最佳配置的目标，这
样才能为农村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借助供给侧改革能够带动有效的了解农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实际
情况，从而可以切实可行的金融经济调整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农业要素不稳定的因素，保证供给情况能够切实的
[1]
满足实际需求，从而促进农业生产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最终为农业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

2 供给侧改革为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发展创造基础
2.1 为农村金融发展扩展范围
就供给侧改革工作实际情况来说，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工作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全面的结合实际情况，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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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加以优化创新，能够针对耕地加以保护，从而为农村土地的合理分配利用创造基础，推动农业生
产方式的不断升级完善，并且在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全面发展方面也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像。就当下我国农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来说，粗放式经营模式是最基础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生产力水
平不高，对于农业生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国相关行政机构专门制定了针对性的方针政策，针
对粮食生产和存储制定了专门的科学化管理方案，有效的增强了农产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效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优化创新，在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给予支持，这样也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业务内容的充实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农村金融机构可以结合供给侧改革工作开展中的各项需求来对业务类型进行划分，诸如：可以加
大力度对绿色金融产品进行研发，为农村土地流转给予支持。
2.2 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基础
供给侧改革工作中涉及到的资金供给抑制结构性改革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内容，改革工作的全面落实，可以为农村
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寻找更多的途径，为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保证金融行业内可以更加高效的从资
产过渡为证券化。就现如今我国实际情况来说，大部分地区企业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困难，中小型企业通常
都会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畏惧的心理，因为其申请贷款的限制条件十分苛刻，所以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不能从中获
得贷款，从而往往会选择民间金融机构。在供给侧改革工作全面开展的推动下，可以针对上述问题加以缓解，农村金
融机构可以运用灵活的金融方式来对服务产品进行创新完善，并且可以将所有产品投入到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工作之
中。诸如：运用基金投资的形式，来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而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之中，这样就能
够推动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2.3 为农村金融发展给予政策方面的规范指导
供给侧改革工作的全面实施在缓解制度抑制存在的问题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像作用，从而能够从制度的角度上
对农村金融机构内的信贷风险加以规避，并且各项业务的开展以及内部改革工作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现如今我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行政结构需要打破传统经济发展理念限制，将最前沿的经济发展理论加以运用，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想要保证实现上述目标，是需要制度改革给予支持的。我国加大力度落实制度结构性改革工作也
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开展的影响下，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效率在逐渐的提高，从而使得
农村金融机构可以使各项财政优惠政策进行争取，并严格遵照各项规范要求对自身也给予有效的管控，这样才能促进
[2]
整个农村金融机构可以稳定持续发展。

3 供给侧改革形势下农村金融供给路径的创新
3.1 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村金融供给综合实力
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运用有效的方法来促进供给侧改革工作的全面实施，从而将我国中小型农村企业进行集中
调动，将他们进行合理的重组或者是并购，从而可以形成多个规模较大的企业，大规模的农村企业的产生，在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出良好的作用。大型农村企业具备良好的信用额度，其发展模式也会相对较大，从而对资金
的需求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切实的将资金进行融入，可以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并且可
以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3.2 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资金的灵活性
经过对大量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本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还是存在诸多的问
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以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将金融资本适当的投入到资本市场之中，有效的在短时间内将原本
固定的资产进行利用，从而促进资本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其次，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切实的开展调研工作，并将所有
涉及到的农村主体进行分类，从而将贷款的种类加以明确，将市场的指导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对信贷资金进行合理
配置。
3.3 针对农村金融服务产品进行创新
供给测改革工作的全面开展不但为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且也造成了诸多的问题。要想有效的对这
[3]
些问题加以解决，需要农村金融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对业务类型进行创新。

4 结语
在供给侧改革工作全面实施的影响下，我国的企业数量也在不断的充实，并且规模在逐渐的壮大。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来给予支持，所以也为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农村金融要充分的结合农村经济的现实
状况，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分析，对自身的业务种类进行完善和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对农村
金融带来的影响会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最终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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