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国内最大的公益性小
额信贷机构中和农信与中国小
额信贷之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合作，接
管社科院旗下位于河北省的涞
水扶贫社。 挂了十年的“涞水县
扶贫经济合作社” 的牌子被摘
下，换上了“涞水县农户自立服
务社”的牌子。

据杜晓山介绍，20 年来，扶
贫社先后建立过 6 个小额信贷
扶贫试点，其中有 4 个包括河北
省涞水县、 河北省南召县等，将
陆续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
中和农信接手。

1993 年， 杜晓山将孟加拉
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引入
中国， 并在河北易县成立了第
一个扶贫经济合作社， 揭开了
中国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序
幕。 20 多年来， 社科院下属的
扶贫经济合作社经历了多次探
索， 成为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
的试验田。

但此前，杜晓山就曾多次公
开表示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
构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小额信用
贷款尚且没有适宜的法律身份；
第二， 缺乏制度性的融资渠道；
第三，公益性质小额信贷机构的
自身能力建设急需提高。

在此背景下， 针对此次合
作，杜晓山表示：“扶贫社需要可

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缺少资金
是最大的瓶颈，没有政府固定的
投入，也缺少民间与国外的捐款、
借款等。要让扶贫社可持续，中和
农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接管后
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

据了解，以涞水扶贫社为例，
虽有十年历史，其放款量仍然维
持在每年 1000 万元左右， 而中
和农信的分支机构一般一年后
就能达到这个规模。

据悉，中国小额信贷起源分
为三个流派， 除了由杜晓山引
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创办的扶贫经济合作社外，还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援
华项目， 以及起源于 1996 年世
界银行秦巴山区的扶贫项目后
来演变而成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小额信贷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和农信
项目品牌总监王静艳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大多数项目资金均来
自国际机构捐赠或政府拨款，缺
少专业的执行团队运作，公益性
的小额信贷机构没有繁盛很久，
就因资金、管理、风险控制等多
种因素而日趋势微。 而中国扶贫
基金会却在市场变局中抓住机
遇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改革。

2000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正
式接管世界银行秦巴山区的扶
贫项目，当时项目仅有五个县的

规模。 2005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
根据国际经验，提出由项目型小
额信贷机构向机构型小额信贷
转变的战略部署，在国内率先建
立地方直属分支机构开展信贷
业务。 这一改革理顺了管理机构
的产权关系，为机构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同年，还引进了国际化
的小额信贷专业管理软件，开始
进行信息化管理。

200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又
首创批零分离的融资模式，与国
开行携手获得批发贷款，解决了
小额信贷机构融资难的问题。

2008 年，中国第一个小额信
贷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应运
而生，标志着中国扶贫基金会小
额信贷项目历经 4 年的改革顺
利完成。

从此以后中和农信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阶段，截止到目前已
经在全国 15 个省 75 个县开展
业务，贷款余额超过 10 亿元，有
效客户 15 万户，员工近 1000 人，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信贷追踪
系统对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 逐步迈向准金融机构的序
列。

在当日的交接仪式上，中国
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强
调：“这是一次重要会师，是让这
个由杜晓山所创造的神话在 20
年后能够薪火相传的一次会

师。 ”
有相关领域学者指出：“与

其说会师，不如说公益性小额信
贷市场面临洗牌， 各家规模较
小、监管模式松散的公益性小额
信贷机构由于后续资金不足等
问题， 面临着转嫁或倒闭的结
局。 ”

而与此同时， 何道峰表示，
在接管扶贫社以后，中和农信未
来几年内，将努力向“年服务覆
盖人口 100 万、 发放贷款总额
100 亿”的双百目标冲刺。

扶 贫 经 济 合 作 社 起 源 于
1994 年社科院农发所在易县创
办的第一个小额信贷项目，其宗
旨是通过小额信贷服务改善贫
困农户，特别是贫困妇女的经济
状况和社会地位。

涞水扶贫社建立于 2003 年
7 月 。截至 2008 年 4 月 ，涞水扶
贫社 共 发 展了 74 个 中 心 ，357
个 小 组 ，2000 多 名 成 员 ，100%
为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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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旗下扶贫社易主
公益性小额信贷市场面临洗牌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组织实施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项目和人才开发活动 ；为人才培养 、培训项目和重大研究课题等提供经费支持 ；开展和支持国内外人才交流与合

作；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开发所需基本条件建设；为西部人才开发公益活动提供咨询和服务；表彰和奖励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的人员等 。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84 号

2006-09-18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68928975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westhr.org

魏礼群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9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4,680,495.86

本年度总支出 18,059,102.4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459,690.1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25,898.16

行政办公支出 219,109.0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0.7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23%

� � 本基金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1,560,110.26 0.00 21,560,110.26

21,560,110.26 0.00 21,560,110.26

110.26 0.00 110.26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37,421,764.66 42,462,197.15 流动负债 48,197.88 39,075.44

其中：货币资金 36,356,444.66 42,401,912.1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93,315.96 67,633.64 负债合计 48,197.88 39,075.44

净资产合计 37,470,870.24 42,493,917.85

资产总计 37,519,068.12 42,532,993.2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7,519,068.12 42,532,993.29

无形资产 3,987.50 3,162.50 限定性净资产 25,626,926.52 28,930,567.0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843,943.72 13,563,350.8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042,150.03 20,040,000.00 23,082,150.03

其中：捐赠收入 2,120,110.26 19,440,000.00 21,560,110.2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600,000.00 60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322,742.92 16,736,359.50 18,059,102.42

（ 一）业务活动成本 723,330.62 16,736,359.50 17,459,690.12

（ 二）管理费用 599,227.30 0.00 599,227.30

（ 三）筹资费用 185.00 0.00 185.00

（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1,719,407.11 3,303,640.50 5,023,047.6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李应明 李爽

� � 中和农信接管涞水扶贫社的仪式正式举行， 虽然规模并不宏
大，但是对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来说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