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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农村信用社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农村

信用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农村信用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农村信用社行业的现状、

中国农村信用社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农村信用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农

村信用社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农村信用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农

村信用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农村信用合作社（英文名称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中文简称农村信用社、农信社）指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

权利。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

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规定，组织

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

，限制和打击高利贷。农信社分为以下部门，农信社合作社，农信社国际金融部门，政通农

信社培训学校，农信社信贷部门等，是目前由银监会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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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信社基本概况分析

 （二）农信社资产总额分析

 （三）农信社存款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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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信社基本概况分析

 （二）农信社资产总额分析

 （三）农信社存款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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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信社资产总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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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中国农村信用社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因素分析

 一、农信社信贷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农信社信贷风险的发展现状

 （二）农信社信贷风险的现实表征

 （三）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识别

 二、农信社信贷风险成因与防范

 （一）农信社信贷风险的外部成因

 （二）农信社信贷风险的内部成因

 （三）农信社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

 （四）信贷风险防范的保障性措施

 三、农村信用社票据业务操作风险分析

 （一）农信社票据业务发展现状

 （二）农信社票据业务操作风险特点

 （三）农信社票据承兑业务操作风险

 （四）农信社票据贴现业务操作风险

 （五）农信社票据转贴现业务操作风险



 四、农信社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策略

 （一）农信社流动性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二）农信社优化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策略

 （三）农信社优化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路径

 第二节  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一）产权制度对农信社的影响

 （二）盈利模式对农信社的影响

 （三）风险控制对农信社的影响

 （四）发展环境对农信社的影响

 二、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现状

 （一）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现状

 （二）农村信用社盈利模式现状

 （三）农村信用社风险控制现状

 （四）农村信用社政策环境现状

 三、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措施保障

 （一）合理选择农信社的产权模式

 （二）积极转变农信社的盈利模式

 （三）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

 （四）优化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环境

 （五）发展经济为可持续提供保障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的投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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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成效

 （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

 （三）推进农村信用建设的对策

 （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

 二、农村信用社发展建议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

 （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建议

 三、农村信用社投资前景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面临形势分析



 （二）农村信用社发展趋势分析

 （三）农村信用社投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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