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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王行最：

小额信贷激发最底层的信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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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在中
国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王行最：小额信贷的发展在
中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 刚开始
创立的小额信贷是以扶贫项目
的形式出现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
由民间机构作为管理执行来操
做的小额信贷。 第三个阶段是注
册成为一个独立的小额信贷机
构。 第四个阶段就是专门注册成
小额信贷公司。 最后就是银行，
从公司转向银行最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是否能够吸纳储蓄。

《公益时报》：小额信贷项目
数量在国内由兴盛一时到现在
锐减，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行最：首先是项目就有生
命周期，项目完结后缺乏可持续
模式。 最重要的就是产权不清
晰，以前中国的大多数小额信贷
项目都发源于国际机构援助的
项目，比如我们的资金来自世界
银行和政府配套，世界银行的资
金到期后要还给世界银行，配套
资金里有两部分，一是中央政府
的配套，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配
套，民间机构在其中实际上是一
个项目管理机构。

按照常理肯定是谁出钱谁
说了算， 那么这个钱是谁的呢？
谁都说不清楚。 一旦产权不清晰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管理体制不
顺，绝大多数项目也是因此做不
下去的。 所以现在一些银行或公
司， 虽然打着小额信贷的旗号，
比如为中小企业贷款，但是金融
服务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国际
上叫小额信贷是有特殊含义的，
不光是金额小，宗旨是瞄准社会

最底层的低收入人群。
《公益时报》：后来有了利好

政策出台后，我们做了什么工作
来明晰产权问题？

王行最：改制。 由项目型小
额信贷向机构型小额信贷转变，
改制以后给它重新登记注册，新
设立的小额信贷一律按民非注
册， 法人必须是中国扶贫基金
会。 这样的话就能占据主导权，
管理权非常的清晰。 跟地方政府
之间我们签订合同，是一个合作
关系，他们提供配合支持。 改制
后效果非常明显，这是我们发展
的一个飞跃。

《公益时报》：那时候还是中国
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吧，接下来
是如何发展为公司化管理呢？

王行最： 那是第二个重要转
变，就是到 2008 年的时候，我们
把原来的小额信贷项目及小额信
贷项目部组建成为一个企业化运
营的独立实体， 工商注册为中和
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实行全
成本核算，自负盈亏。所以从性质
上来说跟基金会其他项目不太一
样，其他项目基本上靠社会捐赠，
我们把钱发出去就不回收了。 这
个是发出去要收回来。

这本身就要带着经营的理念。
完全靠赠是不可能扩大规模的，当
年我们找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给我
们授信两个亿， 按商业行为来操
作。 相当于国开行把钱批发给我
们、我们去做零售，比如他给我一
个亿，我们去分给一万户。 对我们
来说解决了资金的瓶颈问题，对他
们来说，实际上也履行了国家对他
的政策性的要求， 他们要去支持

农村地区的金融扶贫， 但是要具
体到一家一户， 一户一、 两万块
钱，再去把钱收上来，大银行是做
不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对于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不能有坏账，一旦发生贷款收
不回来或有 20%的坏账时候，银
行可以先抽走他的钱，但到现在
为止，我们风险贷款率也从来没
有超过 2%，更别说 20%。

《公益时报》：为什么我们没
有注册成专门的小额信贷公司？

王行最：目前国内对小贷公
司的要求，主要有几条不太适合
我们，一是小贷公司不允许单一
股本注册，也就是说，我们注册
小贷公司，必须有别的企业或个
人投资人进入，如果他们要追求
利益，把款贷给一些能赚钱的地
方，那么就背离了小额信贷应有
的社会责任。

二是对注册资本的要求比
较高，通常需要好几千万甚至上
亿的注册资金。 我们放的贷款额
度很小，在一个地区通常很难消
化掉这么多的资金。

另外就是治理结构，我们现
在涉及 16 个省 112 个县，不允许
设立一个全国性质的公司，那么
就要成立 112 个分公司，每个公
司有独立董事会，那么怎么能保
证人员和管理呢。 所以现在我们
无法进行这样的操作。

《公益时报》：这不超过 2%的
风险率是怎样保障的呢？

王行最：具体来说，第一，资
金的发放需要农户自愿结成贷
款小组、五户联保，这其实是用
一种很传统的方式解决了很大

的信用问题。 比如一个农民很
穷，去银行贷款，但是他没有可
抵押的资产银行就不给他贷，那
么我们可以，只要你找到其他愿
意和你一起结小组的。 有一户还
不起，其他四户替他还，这在农
民之间就形成了制约，只有村民
自己知道谁的信誉好、 谁的不
好。 第二个就是小额，以你的还
款能力作为我借给你贷款的上
限，整贷零还，前两个月是宽限
期，第三个月开始还，这样每次
还款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

除此之外就是培养农户的
能力，有金融知识的培训，还有
农业技术培训， 养鸡、 养猪、种
植、饲料搭配、防治瘟疫等等。

《公益时报》：要管理这么多
农户信息，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王行最 ： 管理就像一场博
弈，当你的管理手段跟不上的时
候， 下面的人就会拿东西来蒙
你。 所以我们有一整套强大的信
息管理系统来实现信息化管理。
记得 2002 年我去处理安康地区
的问题时，就发现，因为急于扩
大放贷规模，原来的计算机系统
支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
了编报告、 造假信息的事情，这
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的管理体制采用四线
三级的管理制度。 四线就是支持
线、业务线、风管线和内审线，有
专门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控制风
险的；三级就是总部、区域办公
室和分支机构。 当规模达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就不可能通过总部
直接去管理分支机构了，必须要
有个区域办公室这样的层级出

现。 我们的每一个分支机构平均
十到十五个人，分两段，他们叫后
台和前台。 后台就是县一级的管
理人员； 前台就是在一线的信贷
员，大概十个人。所有这些人都要
通过一系列考试的方式选定。 现
在放款量最大的信贷员可以管
1000户以上，平均应是 300户。

《公益时报》：你提到信息管
理， 那现在的系统能细致到什么
程度？

王行最： 所有得到贷款的人
的名单都有， 包括有他的征信记
录、所有发放的贷款的过程记录，
包括电话回访录音， 能听到农户
的声音， 同时信贷员还要上传照
片。现在我们在试点手机客户端，
所有信息直接上传， 未来的发展
可能要整个放款和收款过程没有
现金交易。 只有细化到每个人身
上，才能尽量规避造假出现，现在
如果在有人想蒙你或者造假，这
套系统能很快发现异常情况。

《公益时报》：对农民的信贷
利息是怎么确定的？

王行最： 利息的总体原则是
非优惠市场利率。 其实好多人都
怀着一种朴素的感情， 就是说给
农民贴息，但是如果利息低，会不
会到达真正的穷人手呢？ 另外从
机构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说，也不可能去贴钱。所以制定了
这样的原则。具体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是融资成本， 第二是操作成
本。 我们要把钱发放到每一户人
家，并且他们住在山区、农村，很分
散，道路很差，每发放一笔贷款，信
贷员至少上门 12次左右， 所以人
员成本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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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行最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由最初的项目形式，到今天的公司
化管理，这一路走来也是经历了起起落落，项目的周期化、缺乏可持续的模式、
资金来源有限、产权不清晰等，都成为制约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

“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起源 1996 年世界银行贷款的秦巴山区扶
贫项目，6 年周期时间一到， 我们就要把钱还给世界银行， 这个项目就结束
了。 ”王行最说，与国内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类似，资金来自国际机构及国内
政府配套，民间机构大多担任的是项目管理和执行，由于不是出钱方而没有
太多发言权，这也直接导致了项目管理混乱，甚至发展背离小额信贷的初衷。

他至今还记得，2001 年初到基金会的一个任务， 就是怎么样收拾小额信
贷的烂摊子。 小额信贷项目数量在中国也从兴盛一时、遍地开花，到一路锐
减。 直到 2004 年，新政策的出现使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漫长的产权不清问题
出现了转机：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当中规定，基金会可以设立自己的分支机
构。 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捕捉到了这则政策背后的意义。

到 2013 年，放款规模将近 19 个亿，17 年中有效客户突破 18 万户，将近
150 万人口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民间机构的小额信贷项目交上的成绩单。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民间力量在引入完善的金融模式帮扶贫困人口发展、激
发中国最底层的金融和信誉活力的探索。

“我们的计划是到 2020 年，实现双百的梦想。 可以帮助的贫困户能达到
100 万户，年度放款规模达到 100 个亿。 也希望这套模式能跟其他有志于做
帮助穷人的小额信贷的机构分享。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对中国扶贫基金会
专职副会长王行最的专访，了解社会组织如何将小额信贷落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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