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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农村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农村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行业

的现状、中国农村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农村金融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农村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农

村金融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农村金融相关概述

 　　1.1 农村金融基本介绍

 　　　　1.1.1 农村金融的概念界定

　　　　1.1.2 农村金融发展的背景

　　　　1.1.3 农村金融服务主要内容

　　　　1.1.4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分类

　　　　1.1.5 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

 　　1.2 农村金融发展必要性分析

 　　　　1.2.1 对农村产业发展的价值

　　　　1.2.2 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

　　　　1.2.3 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第二章 2013-2018年国际农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2.1 美国

 　　　　2.1.1 主要发展模式

　　　　2.1.2 基本发展格局

　　　　2.1.3 市场发展特点

　　　　2.1.4 金融创新策略

　　　　2.1.5 对我国的启示

 　　2.2 日本

 　　　　2.2.1 市场发展历程

　　　　2.2.2 市场体系结构

　　　　2.2.3 融资资金类型

　　　　2.2.4 市场运行特点

　　　　2.2.5 市场投资策略



　　　　2.2.6 对我国的启示

 　　2.3 德国

 　　　　2.3.1 市场构成状况

　　　　2.3.2 市场主要特点

　　　　2.3.3 市场发展动态

　　　　2.3.4 对我国的启示

 　　2.4 加拿大

 　　　　2.4.1 改革历史背景

　　　　2.4.2 政府干预措施

　　　　2.4.3 农民信用合作

　　　　2.4.4 市场改造现状

　　　　2.4.5 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3.1.2 农村经济增长状况

　　　　3.1.3 固定资产投资状况

　　　　3.1.4 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

　　　　3.1.5 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3.2 政策环境

 　　　　3.2.1 货币信贷政策

　　　　3.2.2 财政税收政策

　　　　3.2.3 金融监管政策

　　　　3.2.4 金融创新政策

　　　　3.2.5 金融扶贫政策

　　　　3.2.6 土地改革政策

　　　　3.2.7 乡村振兴政策

 　　3.3 社会环境

 　　　　3.3.1 农村家庭生活条件

　　　　3.3.2 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3.3.3 农村家庭金融意识

　　　　3.3.4 农村家庭金融参与度



 　　3.4 金融环境

 　　　　3.4.1 股票市场运行分析

　　　　3.4.2 债券市场运行分析

　　　　3.4.3 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3.4.4 私募市场发展分析

　　　　3.4.5 信托市场发展分析

　　　　3.4.6 货币市场运行分析

 第四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发展全面分析

 　　4.1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发展综述

 　　　　4.1.1 行业发展特点

　　　　4.1.2 行业发展现状

　　　　4.1.3 市场供给状况

　　　　4.1.4 市场需求分析

　　　　4.1.5 市场规模分析

　　　　4.1.6 市场分布状况

　　　　4.1.7 市场发展态势

 　　4.2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动态分析

 　　　　4.2.1 农村信用社改革

　　　　4.2.2 商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4.2.3 政策性金融机构涉农服务改革

　　　　4.2.4 &ldquo;两权&rdquo;抵押贷款改革试点

　　　　4.2.5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

　　　　4.2.6 区域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4.3 中国金融支农创新模式发展分析

 　　　　4.3.1 &ldquo;政银担&rdquo;模式

　　　　4.3.2 &ldquo;银行贷款+风险补偿金&rdquo;模式

　　　　4.3.3 &ldquo;政银保&rdquo;模式

　　　　4.3.4 &ldquo;两权抵押贷款&rdquo;模式

　　　　4.3.5 &ldquo;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rdquo;模式

　　　　4.3.6 &ldquo;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rdquo;模式

　　　　4.3.7 &ldquo;农机融资租赁&rdquo;模式

　　　　4.3.8 &ldquo;双基联动合作贷款&rdquo;模式



　　　　4.3.9 &ldquo;互联网+农村金融&rdquo;模式

　　　　4.3.10 &ldquo;农业领域PPP&rdquo;模式

 　　4.4 中国农村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分析

 　　　　4.4.1 农业产业链模式

　　　　4.4.2 电商模式

　　　　4.4.3 涉农互金模式

　　　　4.4.4 政府干预模式

 　　4.5 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发展问题分析

 　　　　4.5.1 制约因素分析

　　　　4.5.2 主要存在问题

　　　　4.5.3 市场面临挑战

　　　　4.5.4 市场供需矛盾

 　　4.6 中国农村金融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4.6.1 健康投资策略

　　　　4.6.2 供给侧改革路径

　　　　4.6.3 市场发展出路

　　　　4.6.4 改革发展思路

 第五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分析

 　　5.1 农村理财业务

 　　　　5.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5.1.2 市场必要性分析

　　　　5.1.3 主要存在问题

　　　　5.1.4 市场发展建议

　　　　5.1.5 市场发展趋势

　　　　5.1.6 市场发展机遇

 　　5.2 农村信贷市场

 　　　　5.2.1 相关概念界定

　　　　5.2.2 市场发展现状

　　　　5.2.3 优惠政策分析

　　　　5.2.4 市场影响因素

　　　　5.2.5 市场发展建议

 　　5.3 农业保险市场



 　　　　5.3.1 市场发展现状

　　　　5.3.2 农户投保决策因素

　　　　5.3.3 市场发展困境

　　　　5.3.4 改革创新路径

 　　5.4 涉农融资市场

 　　　　5.4.1 市场可行性分析

　　　　5.4.2 市场发展特点

　　　　5.4.3 市场发展现状

　　　　5.4.4 企业融资动态

　　　　5.4.5 市场发展问题

　　　　5.4.6 市场发展建议

 第六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分析

 　　6.1 信用环境

 　　　　6.1.1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必要性

　　　　6.1.2 农村信用环境的制度供给

　　　　6.1.3 农村信用环境薄弱环节

　　　　6.1.4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思路

 　　6.2 担保体系

 　　　　6.2.1 农村担保体系建设必要性

　　　　6.2.2 农村金融信用担保表现形式

　　　　6.2.3 农村担保体系建设影响因素

　　　　6.2.4 农村金融担保体系构建建议

 　　6.3 支付环境

 　　　　6.3.1 农村支付环境发展概况

　　　　6.3.2 与农村经济对比分析

　　　　6.3.3 农村支付体系主要问题

　　　　6.3.4 农村支付环境改良策略

 　　6.4 物理网点

 　　　　6.4.1 农村银行网点发展数量

　　　　6.4.2 农村金融网点建设原则

　　　　6.4.3 农村金融网点建设问题

　　　　6.4.4 农村金融网点建设建议



 　　6.5 法制环境

 　　　　6.5.1 农村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

　　　　6.5.2 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6.5.3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路径

　　　　6.5.4 农村合作金融法制改进策略

 第七章 2013-2018年中国新型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细分领域布局状况及典型案例分析

 　　7.1 农村消费金融

 　　　　7.1.1 发展环境分析

　　　　7.1.2 消费金融发展

　　　　7.1.3 市场发展现状

　　　　7.1.4 典型案例分析

　　　　7.1.5 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7.1.6 市场前景展望

 　　7.2 农业供应链金融

 　　　　7.2.1 政策环境分析

　　　　7.2.2 市场发展现状

　　　　7.2.3 典型案例分析

　　　　7.2.4 市场问题分析

　　　　7.2.5 市场前景展望

　　　　7.2.6 市场发展趋势

 　　7.3 农村合作金融

 　　　　7.3.1 市场发展历程

　　　　7.3.2 市场发展形态

　　　　7.3.3 典型案例分析

　　　　7.3.4 市场改革方向

　　　　7.3.5 市场问题分析

　　　　7.3.6 未来改进策略

　　　　7.3.7 市场前景展望

 　　7.4 农村小额信贷

 　　　　7.4.1 市场发展现状

　　　　7.4.2 典型案例分析

　　　　7.4.3 市场问题分析



　　　　7.4.4 机制优化措施

　　　　7.4.5 市场前景展望

　　　　7.4.6 国际经验借鉴

 　　7.5 农业信息化

 　　　　7.5.1 市场发展特点

　　　　7.5.2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7.5.3 市场发展现状

　　　　7.5.4 典型案例分析

　　　　7.5.5 市场问题分析

　　　　7.5.6 市场发展建议

  第八章 2013-2018年中国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8.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1 企业发展概况

　　　　8.1.2 企业组织架构

　　　　8.1.3 企业经营状况

　　　　8.1.4 业务发展情况

　　　　8.1.5 三农金融服务

　　　　8.1.6 风险管理策略

 　　8.2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1 企业发展概况

　　　　8.2.2 企业组织架构

　　　　8.2.3 企业发展历程

　　　　8.2.4 业务经营范围

 　　8.3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3.1 企业发展概况

　　　　8.3.2 企业组织架构

　　　　8.3.3 企业经营状况

　　　　8.3.4 业务运作分析

　　　　8.3.5 风险管理措施

 　　8.4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1 企业发展概况

　　　　8.4.2 企业组织架构



　　　　8.4.3 企业经营状况

　　　　8.4.4 业务经营范围

　　　　8.4.5 风险管理策略

 　　8.5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1 企业发展概况

　　　　8.5.2 企业组织架构

　　　　8.5.3 企业经营状况

　　　　8.5.4 业务经营范围

　　　　8.5.5 风险管理策略

 　　8.6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1 企业发展概况

　　　　8.6.2 企业经营状况

　　　　8.6.3 三农金融服务

　　　　8.6.4 风险管理策略

 　　8.7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1 企业发展概况

　　　　8.7.2 企业组织架构

　　　　8.7.3 企业经营状况

　　　　8.7.4 业务经营范围

　　　　8.7.5 风险管理策略

 　　8.8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8.1 企业发展概况

　　　　8.8.2 企业组织架构

　　　　8.8.3 企业经营状况

　　　　8.8.4 风险管理策略

 　　8.9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1 企业发展概况

　　　　8.9.2 企业组织架构

　　　　8.9.3 企业经营状况

　　　　8.9.4 三农金融服务

　　　　8.9.5 风险管理策略

 　　8.10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1 企业发展概况

　　　　8.10.2 企业组织架构

　　　　8.10.3 企业经营状况

　　　　8.10.4 风险管理架构

 第九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创新企业布局分析

 　　9.1 蚂蚁金服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企业切入模式

　　　　9.1.3 企业投资前景

　　　　9.1.4 企业布局动态

 　　9.2 京东金融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企业发展现状

　　　　9.2.3 创新发展模式

　　　　9.2.4 企业投资前景

 　　9.3 翼龙贷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企业发展现状

　　　　9.3.3 企业切入模式

　　　　9.3.4 企业布局特点

 　　9.4 宝象金融

 　　　　9.4.1 企业发展概况

　　　　9.4.2 企业切入模式

　　　　9.4.3 企业布局状况

　　　　9.4.4 企业投资前景

 　　9.5 农金圈

 　　　　9.5.1 企业发展概况

　　　　9.5.2 企业切入模式

　　　　9.5.3 企业布局动态

　　　　9.5.4 企业投资前景

 　　9.6 农泰金融

 　　　　9.6.1 企业发展概况



　　　　9.6.2 企业切入模式

　　　　9.6.3 企业发展优势

　　　　9.6.4 企业投资前景

 　　9.7 1号钱庄

 　　　　9.7.1 企业发展概况

　　　　9.7.2 企业切入模式

　　　　9.7.3 企业布局动态

　　　　9.7.4 企业投资前景

 　　9.8 什马金融

 　　　　9.8.1 企业发展概况

　　　　9.8.2 企业切入模式

　　　　9.8.3 企业布局状况

　　　　9.8.4 企业投资前景

 　　9.9 农分期

 　　　　9.9.1 企业发展概况

　　　　9.9.2 企业切入模式

　　　　9.9.3 企业布局动态

　　　　9.9.4 企业投资前景

 　　9.10 领鲜理财

 　　　　9.10.1 企业发展概况

　　　　9.10.2 企业切入模式

　　　　9.10.3 企业布局动态

　　　　9.10.4 企业投资前景

 　　9.11 沐金农

 　　　　9.11.1 企业发展概况

　　　　9.11.2 企业切入模式

　　　　9.11.3 企业商业模式

　　　　9.11.4 企业投资前景

 第十章 2013-2018年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状况及规划策略

 　　10.1 黑龙江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10.1.1 农村经济发展

　　　　10.1.2 行业发展现状



　　　　10.1.3 市场竞争力分析

　　　　10.1.4 市场供给状况

　　　　10.1.5 市场建设情况

　　　　10.1.6 发展问题分析

　　　　10.1.7 发展对策建议

 　　10.2 广东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10.2.1 农村经济发展

　　　　10.2.2 政策环境分析

　　　　10.2.3 行业发展现状

　　　　10.2.4 市场发展问题

　　　　10.2.5 成长机制建设

 　　10.3 湖北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10.3.1 农村经济发展

　　　　10.3.2 政策环境分析

　　　　10.3.3 行业发展现状

　　　　10.3.4 市场发展问题

　　　　10.3.5 市场改进措施

 　　10.4 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10.4.1 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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