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资 
太 

市 

场 

loo 

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的 
东西部地区差异 木 
Difference in the Endogenous Financing of Private Economy 

between East and West China 

口李富有 

内容提要 民营经济对其 内生性资金 需求欲望 非常强烈，而内生性 民问资本 供给也非常充足 ，融资的期限结构 、地 区 

结构 以及企业规模的东西部差 异影 响着供求规模。民营经济 内生性融资出现 了“供求断层或错位 ”、理论 与实践相悖 、 

供求结构差异加大 、民问借贷 由个人 消费性转为生产投资性、民营企 业融资制度 逐渐 由不规 范向制度化 方向发展态 

势。 同时在东西部地 区也表现 出不 同的变化特征。 

关键词 民营经 济 内生性资金供 求 融资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l006l 

Li Fuyou 

Abstract,"Private economy has s~ong demand for endogenous financing and the supply of the endogenous private capital is 

also ample．The maturity and regional structure of finan cing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of enterprises’scale influences deman d 

and supply scale offin ancing．Th ere is a gap between deman d an d supply in the endogenous fin ancing ofprivate economy； 

a paradox betw een theory an d practice exists；demand and supply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 een western and eastern areas 

has become much more greater；the attribute ofprivate loan has changed from individual consumption to productive invest- 

ment；the institution of fin ancing ofprivate en~rprises has developed from non·-standardiza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gradu·- 

ally．Mean while，the characteristics ofdynam ic changes are also different betw 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reas 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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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是指民营经济的资金供求及其运行是内在于这种经济 

体系内部 ，是来 自于民间、又运用于民间(包括民营企业、居民、农户等)，并由民 

间组织管理 的融资行为。民营经济外生性融资是指民营经济取得资金的各项来 

源是产生于这种经济体系之外 。即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 、货币发行以及其他国有 

经济部门掌握并用以投资的资金等国有非民间资金形式。 

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资金供给是指居民和民营企业所掌握并用以投资的民间 

资金。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资金需求是指民营经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内生性资 

金的需要程度 ，包括民营企业的生产性资金与非生产性资金以及居民生活消费 

所需要的资金等。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2年陕西省软科学项 目《民间资本供求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2002KR09)与 2004年陕 西省 人文社科项 目《陕西 、浙江 民间资本 与非公有 制经济 

发展比较研究)(04D035S)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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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及其在繁荣市场 、扩 

大就业 、增加税收等方面的不俗表现 ，使其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力量。民营经济重要性的凸显引起了理论界的普 

遍关注。经济学家们在运用现 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去观察 、解读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 

“中国奇迹 ”的同时 ，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融资供求矛 

盾的化解”这个现阶段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 

问题 上 。 

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逆 

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问题可能是非正规金融广泛 

存在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11。 

另外 ．当转型期政府金融抑制政策下的信贷配给 

和金融资源分配中的所有制歧视存在时 ．正规金融根 

本无法满足民营经济现实与潜在的融资需求，于是民 

营经济寻求内生性融资成为理论 界和实际部 门探讨 

的重大问题。 

当金融管理部门支持 、引导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同时。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 

悖论。民营经济融资结构的东西部差异逐步加大 ，民 

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求也发生了变化，民营经济内生 

性融资制度化建设也提上了议事 日程。因此 ，探索这 

些问题并对其东西部变化进行比较和分析将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建立在相关研究成果之上 。借助已有的调研 

结果．运用东西部比较与实证方法 ，试图分析民间资 

本与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求总量 、结构变化 。论证 

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出现的新问题 、新的动态变化以 

及东西部的表现特征 ．为构建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机 

制。从根源上解除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奠定一定的理 

论基础。 

一

、 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需求量与结构的东西部 

比较分析 

近几年来 ．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在供求总量以及 

结构等需求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我们通过 

东西部两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对其变化进行 比较与 

实证分析。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广东省恩平 市的民 

间借贷行为考察后认为。恩平市民间直接融资填补了 

金融机构市场大幅退出后融资下降所导致 的资金空 

白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GDP平均增长率 

从 1996～2000年的 1．8％上升 到 2001年以后的 10％ 

以上团。在调查的 300户企业中，需要民间资金支持的 

企业平均在 80％以上。电子音响行业 100％的企业需 

要民间资金 ：化 工建材行业 93％的企业发生了民间 

借贷行为：商业流通领域借贷发生面达 100％；其他 

行业需要民间资金的比例在 73％以上；外贸出口行 

业最低。也在 37％以上。企业初创期更多需要 自有资 

金 ．规模中等企业需要向民间融资 的比例高达 70％ 

以上．大型企业需求欲望相对较低。对 300户农户的 

调查显示借贷发生面在 94％以上。 

陕西省软科学课题组采取随机抽样和问卷的方 

式对陕西省内西安 、榆林 、成阳、宝鸡四地的 135家民 

营企业和 200户农户融资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陕西地区的民营经济对民间资金有强烈的需求欲望。 

有 8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资金紧张是民营企业发展 

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而其中需要和非常需要民间资金 

的企业占 85．6％。有 53％的企业反映连流动资金需求 

都无法满足 。有 83．6％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目前的宏 

观调控对民营经济的资金融通影响很大 ．90％以上的 

民营企业只得靠自筹来解决创业资金。96％的农户发 

生过借贷行为。 

据计算 ．截止到 2003年底 ．陕西省民营企业总数 

约 8．2万户。按 200万元的平均资金需求量计算 。陕 

西民营企业所需资金大致为 1640亿元 ，而内源融资 

仅为 240亿元 ．缺 口高达近 1400亿。从发展的角度 

看 ．陕 西民营企业数目每年将至少增加 1万户．因企 

业数目增多而产生的资金需求量为 182亿元 。再加上 

已有民营企业的资金缺 口．那么陕西民营经济 2003 

年约有 1582亿元的资金需求量。依此推算 ，2004年 、 

2005年陕西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需求量 应在 1820 

亿元、2020亿元左右。 

对陕西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结构分析后发现 ．一 

些特大型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已公开上市的企业． 

如金花集团 、海星、东盛等公司其资金相对较为充足 。 

因为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信誉等比小企业好 ．同时 

也较易从各种途径获得资金 ．企业的融资要求也相对 

容易得到满足 。而中小规模的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借 

贷无fq．且有着比较强烈的扩张欲望 ．对民间资金 的 

需求比较强烈 。 

其次 ，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对民间资金的依赖性 

越强，也更需要民间资金的支持。产业技术含量及产 

业层次越高的行业、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反之．企业 

的融资能力相对较弱 ．其对民间资金的需求也越大 。 

从城 乡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上看 。差别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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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于各商业银行为了控制新不良贷款 的产生 ，在 

逐步上收贷款权限的同时，贷款的投放不断向大城市 

和效益好的大企业 、大项 目集中，而对以民营 中小企 

业集中的县域经济的金融 支持力度的减弱更加剧了 

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的资金供求矛盾 。县域民营经济成 

立初期只能靠 自有资金解决燃眉之急，发展到一定程 

度靠民间资金维持生产。因而县域民营中小企业对民 

间资金需求更为强烈。 

从企业获得贷款的期限结构上看，民营企业所获 

得的贷款以一年内的短期流动资金为主 ，而用于企业 

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升级 的中长期贷款所 占比例很 

少。在 2002年．陕西金融机构发放的所有短期贷款为 

1492．83亿元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185．98亿 元 ．长期 

贷款 896．18亿元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占短期贷款的 

比例为 12％．长期贷款占短期贷款的比例为 60％。中 

长期贷款中绝大部分以能源 、交通 、电力等基础设施 

项 目和消费信贷为主，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量极为 

有限。民营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资金需求只能靠 自筹资 

金和民间资金来解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实 

质上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困境。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资金 

需求欲望非常强烈 ，尤其是县域民营经济、经济落后 

地区的民营企业对民间资金依赖性强．也越需要其资 

金支持 。 

东部地区 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对民间资金需求 

强烈 ，西部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对民间资金依赖性强。 

西部地区的农户借贷需求面却比东部地区广。 

二、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给量与结构的东西部 

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 20多年保持国民经济 

增长速度 在 8％以上 ，2000年我国 GDP为 89468亿 

元，2003年上升到 1 16898．41亿元 ，2004年则达到了 

l2．3万亿元 ，GDP增长位 居世界之首 。据世界银行 

2000年的统计 。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综合经 

济实力已超过意大利 ，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2004 

年则成为第三经济大国，仅排在美国、德国之后。我国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 1995年 的 2．1％上升至 2000 

年的 3．4％，估计 2004年将超过 5％。民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使中国变为世界 

“工业工厂”。凡此种种 ，都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动统计年鉴》对中国非农部门 

平均年工资的统计 ，在 1999年时人均年工资总额只 

有 2140亿元 ，到 2001年已上升到 10870元 。全国居 

民的消费剩余、投资资金急剧增加。据统计，在 2000 

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 6．43万亿 ，但到了 2004年则增 

加到 11．8万亿元，几乎增加了一倍。流通中的现金在 

2000年为 1．4万亿元 ．到 2004年则达到 2．1万亿元 ， 

其中 80％被 居民和民营企 业持有 ，2004年居民手持 

现金大约为 1．7万亿元 ；居民流动性 资产 、数以万亿 

计的售房公积金 、社保资金等。据计算 ，全国的民间资 

金供给量在 l0万亿元以上 ．这些内生性金融资源有 

效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民营企业重要的 

内生性资金来源 ，为民营经济的资金供给提供了重要 

的保障。 

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给在东部地区非常充分。 

这可以从广州人行课题组的调查看出，在恩平市 300 

户企业和 300户农户中．2001年至 2002年民间借贷 

额累计 1．59亿元，企业年均借贷金额为 33万元／户 ， 

其中单笔最高金额为 300万元 ，农户年均借贷金额为 

1600元／户 ，其中单笔最高金额为 5万元。据调查 ，当 

时恩 平 市发 生民 间 借 贷行 为 的企 业 和农 户约 占 

80％．借贷余额约 l0亿元，约占当地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的 50％以上。在民间金融供给形式中 ．农户私 

人借贷中现金占 75％，大部分用于临时性 、季节性商 

业周转 ；民营企 业借贷 中内部集资居 第一 ，约 占 

42％，多为中长期资金供给 ．恩平市企业集资规模约 

5000万元，年利率为 l5％至 30％不等 ：行业互助形式 

居第二 ，主要提供企业短期流动性资金 ；标会模式借 

贷排第三位 ；其他形式的借贷列第四位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常修 

泽估计 ，2003年民营化程度最高的浙江省 目前大约 

有 8000亿元民间资本 ，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金 

高达 25000亿～26000亿元，民间资金增长迅速、实力 

雄厚 。有媒体称 ，近几年来温州大约有 l0万人在全国 

各地炒楼 、大量倒买房产 ，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 1000 

亿元。浙江 、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的民间资金有力地 

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资本金的 80％来 

自于民间资金。 

我们再从陕西省软科学课题组 的资料看西部地 

区的民间资金供给状况 ，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给的 

具体形态主要由居民储 蓄存款 、居民流动性金融资 

产 、养老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与民营经济利润等几部分 

组成 ，到 2003年底陕西 的居民储 蓄存款 余额 已达 

25l9．93亿 元；居民流动性金融资产余额 为 630．61亿 

元；养老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两项合计约 为 155．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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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民营经济利润约 108．9亿 元。以上各项加总后 

2003年底陕西民营经济 的内生性 资金供给量约 为 

3414．56亿元。其中现实民间资金供给量为 1700．3亿 

元①：潜在民间资金供给量大约为 1313．54亿元②，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陕西 的实况 ，2004年与 2005年 

陕西民营经济发展中民间资金供给量大约为 4008．3 

亿元和 4751．7亿元 。企业年均借贷金额为 21万元／ 

户．其中单笔最高借贷金额为 220万元。农户年均借 

贷金额 1200元／户。 

由此可见 ．民间资金是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给 

的重要方面。民营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现实民间资金与 

潜在的民间资金供给是相 当充分的。不同的年代 、不 

同的供给形式 中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给有了一定 

程度的增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资本供给远远大 

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三、民营经济 内生性融资发展变化的东西部比较 

分 析 

比较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与民间资本的供求状 

况 ．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内生性 

融资状况有一定的改善 ，但也出现供求错位 、东西部 

结构不平衡以及新的变化特征 。 

(一)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出现 “供求断层或错 

位”现 象 

民营经济的资金主要来源 于自有资金和民间借 

贷。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对内生性民间资金需求欲望强 

烈 ，90％以上的企业需要和非常需要民间资金 ，但 因 

资金缺乏而陷入融资困境。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资金供 

应充分却处于“闲置”或 “游离”状态 ，派不上用场。陕 

西 2003年的民间资金供给为 3414．56亿元 ，民营经 

济对其需求欲望也很强烈 ，但由于供求错位却形成了 

供求断层 ：即有钱的用不上，想用钱的没有钱。并且在 

西部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县域经济 、中小规模的企业 

中这种供求断层 、供求错位现象严重。但在东部经济 

发达地区民间资金供给比西部地区充分，需求障碍 

少 ．供求断层与错位现象相对小。 

民营经济融资出现“供求断层或错位”的现 象是 

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型过程 中出现 的融资结构偏 

差与失衡导致的结果 ；是民营经济资金供求信息不对 

称、融资渠道不畅所形成的。 

多少年来，国家倡导的融资政策是外生性的，融 

资信息与民营企业融资实践脱节 ，所以才出现了供求 

断层或错位现象。这在西部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西 

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起步晚 ，发展快 ，资金需求集中，渠 

道单一。加之信息不对称 ，市场化程度低，金融隘管机 

构抑制民间金融活动 、阻止民间金融交易行为 ．人为 

地打压民间金融供求运行，所以 ，供求断层或错位的 

程度比东部地区更严重。 

要解除民营经济内生性资金供求的断层或错位 

现象，有效搭建民间金融投入到民营企业的桥梁和通 

道 ．就 必须打破民营经济融资的所 有制歧 视，运用市 

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运行的自组织系统与 “民资 、 

民用 、民管 ”的内生性投融资机制旧；疏通民营经济资 

金供求渠道 ，制定有关政策 ，大力引导和扶持民间金 

融发展。 

(二)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供求结构的东西部差 

异加 大 

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不仅 出现了供求断层或错 

位现象．而且在供求结构上也出现了东西部不平衡 。 

东部地区中等规模的企业对民间资金需求欲望强烈． 

大 、小型企业需求程度没有中等规模的企业那么强 

烈；西部地区的县域民营企业 、农村个体户、乡镇企业 

等中、小型企业特别需要民间资金。 

东部地区的电子音响 、商业 、化工建材行业等技 

术含量强 、产业层次高的民营企业对民间资金需求程 

度高 ；而西部地区的食品工业 、制造业、棉纺行业 、农 

户对民间资金的需求程度高 。 

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对短期性 、季节性 、临时性 

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高；而西部地区的企业对 中长期 

资金 、权益性资本需求程度高。 

东部地区民营经济的融资次序是 ：内部集资 、行 

业互助等 ；而西部地区主要以居民储蓄 、农户个体 户 

的借贷为主。 

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供求结构在东西部地 区发 

① 现实的民间资金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资金．它由居 

民储 蓄存款 中的投资获利部分、居 民流 动性金 融资产的 

股票证券部分 以及税后利润的一部分组成。现 实民间资 

金供 给量 =居 民储 蓄存款x投 资获 利的 比例 +股 票及 

其他股权 +证券 +其他流动资产+养老金和住房公积 

+民营经济税后 利润g再投资 的比例。 

( 潜在的 民间资金是有潜 力可挖掘 、暂时闲置 的、游离 

在银 行体 系之 外并且有可 能动员起来投入 到 民营 经济 

中去的资金。潜在的 民间资金供给包括居民储蓄存款 中 

的活期部 分与购房 、婚嫁 、留学准备 的一部分(约 15％)， 

再加 上居 民手持现 金 中的应付 临时性短期性 需要 以及 

灵活偏好 的部分 

lO3 

■ 

资 
太 

市 

场 

专!嚣苎 髓一改革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资 

太 

市 

场 

1O4 

展不平衡 的原因除了民营经济发育程度的差异外，还 

与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生活消费习惯 

等有关。 

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发育早 ，新兴企业多，产业 

结构较为合理 ，第二 、三产业发展快 ，产品技术含量 

高 ，生活水平先进 ，消费超前 ；西部地区的传统军工企 

业多，民营经济主要为军工企业 、机械制造业 ，加之经 

济落后 ，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较严重 ，思想观念落 

后 ，在融资结构上也加大了东西部不平衡的程度。 

(三)民问资本与民营经济 内生性融资理论与实 

践 相悖 

在我国东部的广东、江浙地区，民营企业 的资金 

供求数量大 、民间金融发展迅速，民间借贷因资金充 

裕而尤为活跃 ，民间资本不仅 用于企业的流动资金需 

要 ，而且用于民营企业的股权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 

浙江的“炒房 团”、“经商队”手持 大把资金 ．四处奔波 

赚取利润 。 

民间资本不仅进入航空运输 、飞机 制造 、金融服 

务业，而且进入外贸 、对外投资等领域。资金利息率比 

西部地区低，但比银行贷款利率高。而在西部地区民 

间金融发展缓慢 ，大部分借贷属于民营个体户 、私人 

农户之间的非生产性借贷，资金供求波动大。人情 、面 

子 、关系借贷 占主导地位 。运行极不规范。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 ，民间金融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比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活跃 ，也更具特 色。民 

间资本在麦金农一 肖的模型里被描写为一种效率低 

下的融资机制。在贫穷的国家 ，人们通过保险和信贷 

手段分散风险的市场机会是极其有限的，但他们却成 

功地创造了一些分担风险的“非市场制度”。其 中最重 

要的就是广泛存在 的民间金融阎。 

Arrow指出非市场 的组织形式经常伴随着市场 

的缺失而出现 。民间资金产生于正规金融的边界地 

带 。当国有银行对非公有制经济融资存在着市场失灵 

时，民间资金应运而生。另外 ，由自然环境 、交通不便 

带来借贷双方 的交易成本高昂直接阻碍了正规信贷 

活动的顺利开展 ，从而为民间信贷行为的产生提供了 

“天然的土壤”。 

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民间 

金融发 展迅速 ，民间资金总量大 ，而经济落后 的西部 

地区发展缓慢呢?它为什么与理论相悖 ，也与其他国 

家的表现不同呢?这是因为我国还处于计划金融向市 

场金融的后转型时期 ，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 ．经济结 

构与金融结构不协调，银行信贷制度缺失等原因。经 

济发达 的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等非公 有制经济．率先崛 

起 ，民间金融市场化程度高 ，运行比较规范；西部地区 

金融服务手段单一 、融资渠道不畅 ，资金的市场化程 

度低 ，融资创新意识落后 ；东部地区政府和管理部门 

行政干预少，金融监管工具灵活，政策障碍少 ；西部地 

区政策壁垒多，地方政府干预多 ，金融创新形式少，工 

具单一 ，抑制了民间融资活动 ；东部地区居民闲散资 

金多，可供借贷的资金数量大，投资意识强 ，居民生活 

水平高 ，对民间资金需求欲望强 ；西部地区居民经济 

相对困难 ，有些农户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根本就没有更多的资金可供借贷，有需求无供给 ，告 

贷无门，这就是西部地区民间金融活动落后的原因。 

(四)民间借贷的性质发生变化：由个人 消费性转 

为生产投 资性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民间借贷以衣 、食 、住、行 ， 

婚、丧 、嫁 、娶等个人消费性借贷为主 ，这种非生产性 

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贫困造成的。所以过去的民间 

借贷是纯粹的个人借贷，借贷次数少，借贷金额小。这 

种非生产性借贷集中反映了我 国西部地区居民个人 

“道义小农”为维持基本生活而奔波的思想。 

最近几年来 ，民间借贷 的性质发生变化 ，由过去 

的个人消费性贫穷借贷转化为生产性 、投资性借贷。 

借贷的目的是投资赢利、入股赚钱。广东恩平地区民 

间借贷用于投资入股的比例明显高于陕西，而西部落 

后地区的借贷中婚丧嫁娶所 占比例高于东南沿海地 

区。但从陕西 2002年和 2003年的调查动态中发现 ． 

个人消费性贫穷借贷的比例已经有所降低。说明西部 

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应付个人生活方面 

的资金有所增加，投资意识比以前有所提高。 

而为什么民间借贷会发生本质转变呢?这一方面 

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人们 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投资 

意识有所加强 ；另一方面是因为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 

金融具有借贷手续简便 、期限长 、借贷者风险意识增 

强 、借贷利率较高等市场特征 。它以更低 的交易成本 

和更直接的自发激励机 制赢得了民营企业 的信任和 

青睐 ，在低成本互助 、高利诱惑以及正规金融供给不 

足前提下的自发激励成为民间金融的显著特征。 

民间金融发挥了它在地区以及企业之间资金的 

互助作用。当企业因生产或销售需要临时性 、季节性 

调剂资金余缺 、互通有无时 。民间金融可根据资金供 

求关系发挥它的资金互助作用 。并能适时的调剂成员 

之间资金余缺，保证资金在时间上的继起以及空间上 

的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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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营经济内生性融资制度 ：由不规 范逐步向 

制度化 发展 

从对陕西和广东的调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陕西 

的民间融资很不规范 ，借贷利率有时比较 高。最高达 

40％～50％：但亲友之间的友情借贷却是无息的。交易 

很分散 、风险大 ，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场地 ，缺 乏一定的 

乡规民俗和约定俗成。因赖账欠钱发生打家劫舍的案 

件时有发生。这种家族式的资金需求与非生产性融资 

就决定了民间借贷的互助性 、友情性和高利贷性。 

但广东 的情 况不同 ，恩平市的民间融资交易量 

大，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但低于陕西的融资利率。 

有固定的交易时间和交易场所，一般在 乡镇的标会 、 

圈层里进行。融资的目的是投资或人股 。所 以在很多 

方面具有市场化运行 、自发激励 、制度性 、规范化等特 

征 。这种民间融资规范性 、市场化发展状况说明了民 

营经济逐渐 由“道义融资”向“理性借贷”发展。 

民间融资之所以能出现规范性 、制度化趋势 ，原 

因在于这种内生性融资能解决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 

称。Stiglitz et Weissand Steel et al从信息经济学角度 

揭示了民间金融生存的内在机理与体制性根源 ，他们 

认为民间金融利用了私人相互信息和民间道德规范 。 

构建了看不见的自选择机制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信息 

不对称问题171lSl。 

民间金融在发展资本市场方面 ，相对于公开市场 

上的标准化合约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关系性特征 ．具 

备更强的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的机制 ．因而能降低融 

资壁垒．较好地满足那些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民营经济 

的融资需求。 

另外，民间金融组织是一种非正规群体组织 。群 

体 贷款的有效性在于连带责任 的特征 与信贷机制创 

新的实践：非正规金融组织背景下的人们彼此相互了 

解 ，比金融机构等正规金融组织更有能力相互监督。 

群体信贷是一种有趣的契约安排 ，借款人有激励利用 

掌握 的信息 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 。这是个 自选择机 

制 。银行是无法模仿的。自选择机制产生了“人以群分 

的匹配效应”。并且能改善监督激励。匝匡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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