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 1期  总第 24期 

79 

 

For Better Future 

Shen Ziyi, Cao Jinsheng, Ding Jitong

 

Introduction 

Nowadays, how to maximiz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resource constraints 

becomes a severe problem the world must face. In 2012,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roposed that the ultimate goal and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o eliminate 

poverty, that is, to dedic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we built a model to sol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ith the 

data of Nepal: 

Task1: Establish a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ffecting 

factors to distinguish how and when a county i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sk2: Evaluate one of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model built in Task1 and make a 20-ye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considering the population,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Task3: Evaluate the effect 20-year sustainability plan has on the country. Predict the change that may 

occur during the 20 years in the future. Determine which programs or policies produce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measure. 

Task4: Write a 20-page report to explain the model, the sustainability measure, th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effect of the plan and detail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model. 

General Assumptions 

Assumption 1: Humans can retain most of the resources for consumption and most of produced waste, and 

these resources and waste can mostly be converted to productive lands which provide these functions. 

Assumption 2: 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s of each type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space 

Assumption 3: The global climate won’t undergo tremendous change within 20 years. 

Assumption 4: Nepal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will be stable without dramatic change in future. 

Assumption 5: 20-ye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each subproject only affects the corresponding 

subsystem, not to have an effect on other indexes. 

Assumption 6: Effects of 20-ye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each index in the established model 

are linear. 

Assumption 7: Nepal doesn’t set trade barriers, so goods prices can reflect the real value of the goods. 

I.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Model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team first 

used the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method to the preliminary analyze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construc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n basis 

of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indexes.. Then the group construct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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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vailability of the data. Last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index system we continue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from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1.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1.1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It is impossible to analyze and compare different indexes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erties, so 

we need to transform different indicators into unified indexes. Thus, our team referenced a professional 

term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alled Emergy[1], a concept that can value all kinds of resources and 

output energy in a uniform standard by converting these resources to the corresponding solar energy. 

Similarly, we unify various types of data in the analogic way by the corresponding market price. In this 

way, it is possible to mak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condition and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in a area in the same units, which in turn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and make prediction and correction to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measurements. The 

above method is defined as the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method. 

1.2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1.2.1 Energy Yield Ratio (EYR): the ratio of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and total currency value of input 

energy. This index can measur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load level. 

The greater the index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ystematic economy development can be and the better 

human can mak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or vice versa. 

1.2.2 Energy Dollar Ratio (EDR): the ratio of total energy input and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indicator 

can measure the monetary value of a particular area. In general, the Energy dollar ratio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means tha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ame currency can purchase more commodities than in developed areas. 

1.2.3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ELR): the ratio between the nonrenewable resources value (such as 

oil)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such as the value of the ratio between solar). Greater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will give rise to more pressure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ich in turn is not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4 Energy-based Sustainability Index (ESI): the ratio between Energy Yield Ratio (EYR) and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ELR) which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ESI 

represent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g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 general condition, the 

ecosystem is more sustainable when ESI is high, and vice versa. 

2.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2.1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Ecological footprint [1] is also called the "ecological occupation", mainly including two aspects. One 

refers to the consumption of various kinds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certain people with certain lifestyle; 

the other refers to the 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area needed to absorb the consumption of the wast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which refers to th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or waters. In general, 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on earth is divided into 6 categories, 

namely fossil energy land, cultivated land, grassland, forest land, construction land and available 

freshwaters & brackish waters.  

The use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this paper aims to quantitatively compar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demand and the capacity of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also known as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supply) to 

judge pres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dition in a country or area, and us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o analyze it, sowe can make a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suggestions for survival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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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2.2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2.2.1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 (EFI): EFI refers to a ratio between Ecological Deficit and Biocapacity. 

In general, the EFI less than 0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system is unsustainable 

2.2.2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It can reflect the intensity of resident’s resource consumption. 

Greater means use more resource.  

2.2.3 Bi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which reflects the degree of biological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a country 

or area. 

2.2.4 Energy consump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which reflects the degree of Biological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a country or area as 

well. 

2.2.5 Biological Capacity Degree: a reflection of a regional development space capacity. Higher 

Biological Capacity Degree means wor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2.2.6 Biological Capacity per capita: on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iological Capacity. 

2.2.7 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4]：It mainly emphasizes the square of the 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of available resources. 

2.2.8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When the Ecological Capacity in an area is less than Ecological 

Footprint, Ecological Deficit will appear, which is equal to the difference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In general, larger absolut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Deficit means the more obvious 

unsustainable. 

2.2.9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Dollars GDP: refers to the needed Ecological Footprint to 

produce ten thousand GDP. To some degree, the index can positively reflect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regio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2.2.10 Ecological Footprint Diversity Index & Ecological Economy Development Capacity Index[6]: 

These indexes reflect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type of land and its distribution. When the utilization is more 

balanced, the diversity indexes will rise, and vice versa. In turn, Ecological Economy Development 

Capacity is related to Ecological Footprint Diversity Index. 

(The formula of these indexes refer to Appendix 1) 

3. Evalu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structure from the UN Scientific Environment 

Committee, our team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following system with actual situation and data.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bjective Lay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riteria Layer 
Resource 

Subsystem 

Environment 

Subsystem 
Economic Subsystem 

Society 

Subsystem 

Index Layer 
Renewable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Energy 

Yield Ratio 

Unemployment 

Rate 

 
Nonrenewable 

Resources 

Energy-Based 

Sustainability 

Index 

Energy 

Dollar Ratio 
Life Expectancy 

 

Biological 

capacity per 

capita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GDP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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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Diversity Index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Gross Enrollment 

Ratio of Primary 

Educa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 

Energy Consump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Poverty 

Population 

Propor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Dollars GDP 

GINI Coefficient 

   Inflation Rate  

4. Evalu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Becau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olves many aspects, we build our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Development Constancy,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4.1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Model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value L, and in general, L can divided as 

Absolute value and Relative value. Here we use relative value to measur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with data of n amounts in m years. 

 /ij ij jL Z a  （1） 

Where, 𝐿𝑖𝑗means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ex j in year I, 𝑍𝑖𝑗 means standardized level of 

j-th index in year i, 𝑎𝑗 = 𝑚𝑎𝑥(𝑍𝑖𝑗). 

0 ≤ 𝐿𝑖𝑗 ≤ 1,𝐺𝑟𝑒𝑎𝑡𝑒𝑟𝐿𝑖𝑗 represents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of j-th index , i=1,2,3…m，j=1,2,3,…n. 

Define 𝐿𝑖 as comprehens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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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𝜆𝑗 means weight of each index, ∑ 𝜆𝑗 = 1𝑛
𝑗=1  

4.2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Model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is represented by the degree S, which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development speed rate. We use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to represent the speed 

rate,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of Zij can be represen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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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𝐿𝑘𝑗means development level of j-th index 𝑍𝑖𝑗in year k, 𝑆𝑖𝑗 means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of j-th index 𝑍𝑖𝑗in year i. Greater 𝑆𝑖𝑗 means stronger constancy. 

Define 𝑆𝑗 comprehens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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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𝜆𝑗 means weight of each index,∑ 𝜆𝑗 = 1𝑛
𝑗=1  

4.3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Model 

Region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is represented by the degree H. Si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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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represent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regional internal subsystems, we use grad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to describe the coordination among each subsystem. T means subsystem, build the 

following State coordin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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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𝐻 (
𝑇1

𝑇2
) is the state coordination degree subsystem 𝑇1 to subsystem 𝑇2, which describes the 

proximity of the 𝑇1’s actual value to the 𝑇1
′𝑠 coordinate value required by 𝑇2. V is𝑇1

′𝑠re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𝑉′is 𝑇1
′𝑠 coordinate value required by 𝑇2. Define 𝑉′ = 0.8𝑉2. 𝑆2 is variance of 

subsystem 𝑇1, representing the devi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re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oordination 

value. 

Define the mutual state coordination𝐻(𝑇1, 𝑇2) of 𝑇1and 𝑇2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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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formula above we can see, that 𝐻(
𝑇1

𝑇2
) is closer to 𝐻 (

𝑇2

𝑇1
) means the state coordination 

among subsystems 𝐻(𝑃1, 𝑃2)  is greater, which represents higher coordination of the subsystem’s 

development. 

0 < 𝐻(𝑇1, 𝑇2) ≤ 1, when 𝐻 (
𝑇1

𝑇2
) = 𝐻 (

𝑇2

𝑇1
), 𝐻(𝑇1, 𝑇2) = 1, which means the two subsystems are in  

complete coordination. 

We can also get the state coordination of 𝑇1to𝑇2,𝑇3, …,𝑇𝑝 from 1-3-6,which describes the proximity 

of the 𝑇1 ’s actual value to the 𝑇1
′𝑠  coordinate value required by 𝑇2 ,𝑇3 , …,𝑇𝑝 . Here V is 𝑇1

′𝑠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𝑉′ is 𝑇1
′𝑠  coordinate development value commonly required by 

𝑇2,𝑇3, …,𝑇𝑝, whose specific value is average of 𝑇1
′𝑠 coordinate development values separately required by 

𝑇2,𝑇3, …,𝑇𝑝, 𝑆2is variation of subsystem 𝑇1. 

Similarly, define the mutual state coordinationH(T1，T2，T3，…，Tp) of T1,T2,T3, …,T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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𝑇𝑘 is the k-th subsystem, �̅�𝑘(𝑝−1) is the rest (k-1) subsystems apart from the k-th subsystem, 

𝐻(
𝑇𝑘

�̅�𝑘(𝑝−1)
) is the state coordination of 𝑇𝑘to �̅�𝑘(𝑝−1), 𝐻(�̅�𝑘(𝑝−1)) is mutual state coordination between 

 �̅�𝑘(𝑝−1)subsystems. 

We can see0 < 𝐻(𝑇1, 𝑇2, 𝑇3, … , 𝑇𝑝) ≤ 1. Greater 𝐻(𝑇1, 𝑇2, 𝑇3, … , 𝑇𝑝) represents higher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p subsystems. When 𝐻(𝑇1, 𝑇2, 𝑇3, … , 𝑇𝑝)=1, p subsystems is in complete coordination. 

4.4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The core index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i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SDI), which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yea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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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i i i iSDI a L a S a H    （9）  

𝑎1、𝑎2、𝑎3 separately represents the weight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𝑎𝑛𝑑𝑎1 + 𝑎2 + 𝑎3 = 1. Higher 

SDI means stronger ability to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 and vice versa. 

4.5 Weight Determination 

4.5.1 Weight Determination of Criteria Layer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weight determination of Criteria Layer, we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The processes are as follows: 

4.5.1.1 Mutual Compariso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4 criteria’s effect on the same object, each time 

we take two factors 𝐵𝑖 and 𝐵𝑗. 𝑎𝑖𝑗 means the ratio of the effects from 𝐵𝑖 and 𝐵𝑗, whose value is 

determined by Saaty’s 1-9 value method (refers toAppendix 2) 

4.5.1.2 Build the Judgment Matrix: By mutual comparison, determine the effect degree from the 

lower level on the upper level, quantify the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build the judgment matrix. 

4.5.1.3 Calculate the Weight: Use MATLAB to do the calculation and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nd verify the consistency. When CR=CI/RI<0.1, the matrix is considered to have the satisfying 

consistency. 

4.5.2 Weight Determination of Index Layer 

The model weight can be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Entropy 

method, but considering AHP has highly subjective randomness, we use Entropy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Entropy properties show that greater amount of information makes smaller uncertainty, and vice 

versa. Based on the properties, we judge the discrete degree of a certain index by calculating the Entropy, 

which illustrate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its effect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turn causes a greater 

weight.  

4.5.2.1 Calculate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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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𝑒𝑗 is the entropy of the j-th index, 𝑘 =
1

𝑙𝑛𝑚
 

4.5.2.2 Calculate the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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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rough the consult massive literature material, we choose SDI=0.45 as the dividing line. When SDI>

0.45,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and vice versa.  

II.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targeted Nepal, one of the 48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of 

all, w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 past 1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stablished model. 

1.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Index 

Based on the processing of the raw data, we got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value index (ref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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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and drew the following result map. 

  

Figure1  The Results of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EYR: The country's EYR is relatively unstable, and unlike the ordinary countries to obtain higher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e after development. It show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s still at a very early stage 

and vulnerable to many unstable factors. 

ELR: With the increasing use of fossil energy, Nepal’s environmental loading ratio increased by year, 

show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energy sector is unsustainable and the country needs to 

improve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alleviat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EDR: is in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indicating that although the country is at slow development 

pace, economic scale is still expanding. 

ESI: Sustainability index is also in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However, in particular years the 

index appears to drastically rise and fall, due to domestic instability and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Overall, Nepal’s development trend is unsustainable judging from sustainability 

index, mainly due to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non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2.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Index 

Based on the processing of the raw data, we conclude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value index (refers 

to Appendix 4) and drew the following result map:  

 

Figure 2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epal per capita 

From the graph above, in 2004-2013,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the 

growth rate becomes faster,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increases. In 10 years, 

Bi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Nepal changes little, and in 

2012Bi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sumption per capita showed a decline trend.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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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ergy structure, Nepal's Energy Consump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rose from 0.55hm2╱cap to 6.00hm2╱cap nearly 11 times. 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 in 2004-2013 changed little and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grew increasingly quickl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as decreasing by year. 

  

Figure 3  The Result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From the picture abov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en thousand Dollars GDP showed a general upward 

trend in 2004-2008, indicating thatNepal's biologic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creased, but after 

2008,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the efficiency kept declining. 

Whileafter 2011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gain. The ten years witnessed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Nepal's EnvironmentBiological Capacity Degree, reducing from 0.67 in 2004 to 0.1 

in 2013. Hence,the effect ofNepal’s population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ceeded far beyond the 

environment capacity level, which limits the development space. In 2004-2013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 

is less than 0 and its absolute value is increasing, showing that Nepal's Biocapacity is not enough to support 

theirEcological Footprint, leaving it in a sustainable state. 

3. Standardiz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mensions and symbols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in a certain 

extent,they are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So we use the range standardization method to standardize raw 

data of indexes, making all the index units dimensionless which value between 0-1,to 0 as poor, to 1 as well. 

The standardized calculation formula is as follows: 

 Positive index:𝑍𝑖𝑗 =
𝑥𝑖𝑗−𝑥𝑚𝑖𝑛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 (13) 

 Negative index:𝑍𝑖𝑗 =
𝑥𝑚𝑎𝑥−𝑥𝑖𝑗

𝑥𝑚𝑎𝑥−𝑥𝑚𝑖𝑛
 (14) 

𝑥𝑖𝑗is the real value of the j-th index in i-th system,𝑥𝑖𝑗and 𝑥𝑚𝑖𝑛 seperately represen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of the data of j-th index. Standardized data refer to Appendix 5 

4. Assessment Index Determination 

4.1. Index Correlation Analysis 

Considering correlation may exist in the different index of the subsystem to a certain degree, we first 

makecorrelation analysis about index of each subsystem, then screen the indicators  highly-related to 

avoid the index repeatation.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refer to Appendix 6) 

4.2. Screening of Index 

4.2.1. Resource subsystem: The index correlation matrix shows thatBiocapacityper capita and 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have a high correlation (0.986), considering 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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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 has a mor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us we eliminate biocapacity per capita and useBiological 

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 

4.2.2. Environment subsystem: The index correlation matrix shows Energy-based Sustainability Index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es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0.952), considering the Sustainability Index contains 

more extensiveinformation, therefore we eliminate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es andkeep Energy-based 

Sustainability Index. 

4.2.3. Economic subsystem: The index correlation matrix shows Energy Dollar Ratio and GDP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many other indexes, thus we eliminate Energy Dollar Ratio and GDP. 

4.2.4. Social subsystem: The index correlation matrix shows that unemployment rate and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many other indexes, thus we excludeunemployment rate and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4.3 Index System after Screening 

Final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ers to Appendix7 

5. Weight Determination 

5.1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Criteria Layer 

First of all, we score the factors in Criteria Layer, assign to the evaluation unit to get the judgment 

matrix of Criteria Layer evaluation units, calculate the weight vector and test consistency, as Table 4 shows: 

Table 2  Weight of evaluation units in criteria layer 

A B1 B2 B3 B4 Weight Wi 

B1 1 0.33 2 2 0.2119 

B2 3 1 3 3 0.5163 

B3 0.5 0.33 1 1 0.1331 

B4 0.5 0.33 1 1 0.1387 

Note:𝜆𝑚𝑎𝑥 = 3.3264，CI = 0.0280，CR=0.0545<0.1，the matrix is consistent. 

5.2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Layer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is obtained by the Entropy method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3  Weight of index based on the entropy method 

B1 Weight B2 Weight B3 Weight B4 Weight 

C1 0.2659 C4 0.2263 C8 0.0569 C13 0.2893 

C2 0.4367 C5 0.3864 C9 0.1698 C14 0.0529 

C3 0.2974 C6 0.1053 C10 0.2283 C15 0.3216 

  
C7 0.282 C11 0.2364 C16 0.3362 

    
C12 0.3086 

  
5.3 The Combined Weight of Index Layer Relative to Object Layer 

The combined weight of Index Layer relative to the Object Layer can be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weightsof Index Layer with weights of corresponding subsystem criteria layer, shown asfollows: 

Table 4  Results of the index weight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0.0563 0.0925 0.0630 0.1168 0.1995 0.0544 0.1456 0.0076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0.0226 0.0304 0.0315 0.0411 0.0401 0.0073 0.0446 0.0466 

6.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Bringing the 10-year standardized data in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we can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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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Level 𝐿𝑖 , Development Constancy 𝑆𝑖 ,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𝐻𝑖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𝑆𝐷𝐼𝑖 . Draw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gional system and each subsystem as 

followingPicture 1,2,3,4.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8) 

6.1 Systematic Development Level 

 

Figure 4  2004-2013 Nepal Develoment Level 

Fromindex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pal is generally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 2004-2005 its development level dropped, while in 2005-2006 

gradually picked up, then in 2006-2010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illustrated a slow downward trend and 

after 2010 a slowly upward trend.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ubsystem shows a upward trend in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he other three subsystems have decreased in different degrees, making the 

overalldevelopment level a downward trend and a relatively low level. 

6.2 Systematic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9 

 

Figure 5  2005-2013 Nep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From the results figure above, the Nepal overall development constancy showed a extremely slowly 

rising trend, but its value was always less than zero, which means Nepal paid atten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rec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but the attention level was not high. 

The resource subsystem development constancy experienced a decline after the first in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trendwith 2006 as a division time point.While environment subsystem constancywent through 

a sustained rise,conomic and social subsystem haveexperienced a decreasing first and then slowly rising 

trendwith 2006 as the dividing line. Butoverall the development constanciesof the four subsystems a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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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ow level. 

6.3 Systematic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10 

 
Figure 6  2004-2013 Nepal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From the results figureabove, we can see Nepal systematic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fluctuated in a 

wide range and four subsystems coordination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being uncoordinated to very 

coordinated and back to uncoordinated, illustrating thatthrough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Nepal is unable to 

handle all different coordinationproblems in a unified way. Henc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Nepalhas to face. 

6.4 Systema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11 

 

Figure 7  2005-2013 Nep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From the gragh, Nepal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experienced a decline after the first 

increase in the proces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 2005-2008, Nepal’sSDI increased gradually, 

after 2008 due to financial crisis, its overall SDI accelerated the decline trend. And until 2011, with a seri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Nepal,SDI began to rise slowly. But the overall level is not high, with further 

measures to be applied.Resource subsystem SDI fluctuated with time, and in recent years turned to an 

obvious decreasing trend, meaning Nepal is still inefficient in term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the change 

trend of environment subsystem SDI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overall degree of Nepal,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ic subsystem SDI kept decling since 2008, which 

not only shows that the great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also shows its own economic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mode; social subsystem SDI showed a ris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after volatility, stro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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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ng the social status. In general,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s of four subsystems are all in 

low level. 

III. Propos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1. Currently Existing Problems 

In summary, combining with the overall data analysis and the Nepal development status,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Nepal is not sustainable in the nearly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whose promotion of the 

economic level is based on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pecifically, the probl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1 With regard to resources, Nepal resource development levels declined after 2012, with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ancy and coordination getting worse. Official data shows more than 80% of 

the Nepal residents use wood as the main fuel, accounting for about 60% of energy use.
①

 The extensive 

use of wood causes Nepal's biocapacity available per capita at a low level. Nepal has rich hydropower 

resources, but due to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apital limitation,degreeof development and use is quite low. 

By 2014, Nepal national installed capacity is 750 megawatts, only equivalent to 2% of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capacity, even unable to meet the power demand in Nepal itself.
②

 

1.2 With regard to the environment, due to heavy use of fossil fuelsin recent years, Nep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keeps low with great Environment Load Rate and heavy environment pressure. National-wide 

climate warming is also due to forest deforestation and unreasonable land use,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in 

Biocapacity and bringing severe challenge to Nepal’s agriculture. 

1.3 With regard to the economy, Nep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rew in the absolute level of GDP, 

but decreased in the relative level,due to un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buse of resourc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caused food crisis a long-term problem plaguing nep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especially the war in 2005 and the national reform in 2009 also limited the solution to the food problem. 

1.4 With regard to the society,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 of Nepal is relatively high and deveopment 

constancy is relatively good, but because the economy is backward,large poor population,large income 

gap,low education level and poor population quality all becomepotential factors which affect Nepal’s 

long-term development.  

 

                                                        
①

 http://hzs.mofcom.gov.cn/aarticle/h/m/200403/20040300201858.html 
②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4/8/4/1172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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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in order to help Nepal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overty elimination,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items: 

2.1 The total proj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FOR BETTER FUTURE" program 

2.1.1 Object: to eliminate the pover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 years. 

2.1.2 Contents: four subprojects—Resources project, environment project, Economy project, Social 

project. 

2.2 Sub-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2.1 Resource project 

2.2.1.1 Object: A. To improve energy structure, vigorously develop hydropower and promo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hydropower in the total energy use. 

B. To rational use land and improve land productivity 

2.2.1.2 Measures: A. Seek assistance from Indi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bring i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funds fo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n Nepal and construct large-scale hydropower facilities 

on the the Karnali River and other waters to meet the national electric power demand. 

B. Send experts to guide scientific crop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ands in different areas to increase the landproduction capacity. 

2.2.2 Environment project 

2.2.2.1 Object: To protect the forest vegetation and rais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nstancy. 

2.2.2.2 Measures: A. Promulgate the state forest vegetation protection policy,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and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forest resources protection. 

B. Establishforest reserve. Focus on forest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restore 

part of damaged forest vegetation. 

2.2.3 Economy project 

2.2.3.1 Objective: A.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to strive for leave the ranks of 

the world'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B. To eliminate poverty and solve the food problem nationwide 

2.2.3.2 Measures: A. Develop tourism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the state promulgate series of policies about visa and customs, focus o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other tourist attractions,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form the industry chain to solve the domestic 

unemployment problem. 

B. Regar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productivity,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tc. 

C. Promote food revolution,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China and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seek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agriculture in advanced countries, let agriculture experts guide 

Nepal's nationwide food production, import fine varieties, implement reasonable crop irrigation, use 

chemical fertilizer properly,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mprove crop 

mechanization level, raise total output of crops and reduce investment to solve the food crisis. 

2.2.4 Society project 

2.2.4.1 Object: A. to vigorously develop education, to complete a full elementary education without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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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Measures: A. promulgate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y, encourage family children accept 

education, issue subsidies to famili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level, propagate the idea of 

‘Knowledge change destiny’ to improve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 

B. make full use of the world bank's assist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uild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infrastructure and create a bett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V.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1. Index Quantification of the Plan 

Index Quantification of 20-year plan is an artificial assignment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with consideration of a varie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icators quantification of the plan, the indicators are idealized as simple linear change, data 

in 2013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quantification. The quantification process of each index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indexes,Final Value of the Quantification and the rate of change.The ultimate goal of Index 

Quantification is to make SDI>0.45 in the twentieth year, quantification results of eachspecific index are 

shown as follows. 

1.1Index Quantification of Resource Subsystem 

Table 5  Quantification Table of Indexes in Resource Subsystem 

Index Renewable Resource Nonrenewable Resource Biocapacity per capita 

Final Value 4.31 8.24 0.8 

Rate of change 0.077 -0.211 0.007 

1.2. Index Qua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 Subsystem 

Table 6  Quantification Table of Indexes in Environment Subsystem 

Index 
Environment

al Loading Ratio 

Sustainabi

lity Index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Diversity Index 

Final Value 0.085 8.56 3.21 1.76 

Rate of change -0.0029 0.2385 0.2675 0.0215 

1.3 Index Quantification of Economy Subsystem 

Table 7  Quantification Table of Indexes in Economy Subsystem 

Index 
Energy Yield 

Ratio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Dollars GDP 

Inflaton rate 

Final Value 0.82 3.42 1.03 0.94 4.37 

Rate of change 0.014 -0.295 -0.249 -0.075 -0.254 

1.4 Index Quantification of Society Subsystem 

Table 8  Quantification Table of Indexes in Society Subsystem 

Index 
Life 

Expectancy 

Gross enrollment ratio of 

primary education 

Poverty population 

proportion 

GINI 

coefficient 

Final Value 75.12 150.36 3500 2.3 

Rate of change 0.356 0.553 -76.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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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Plan. 

2.1 Redetermination of the Weight of Indexes 

Since the result of 20-year plan changed the information amount of each index, we need to re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Layer by Entropy method and since AHP didn’t changethe judgment of each factor 

in Criteria Layer, the weight of Criteria Layer does not need to be modified. The weight determination of 

Index Layer by Entropy method is as follows: 

Table 9  Recalculation Result of Entropy-based Weight Determination 

B1 Weight B2 Weight B3 Weight B4 Weight 

C1 0.3056 C4 0.1895 C8 0.1052 C13 0.1056 

C2 0.3873 C5 0.3597 C9 0.1984 C14 0.2367 

C3 0.3071 C6 0.1455 C10 0.2171 C15 0.2679 

  C7 0.3053 C11 0.3562 C16 0.3898 

    C12 0.1231   

The Combination Weight Table can be obtained by the weight of Index Layer multiplied by the weight 

of Criteria Layer as follows: 

Table 10  Result of Index Combination Weight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0.0648 0.0821 0.0651 0.0978 0.1857 0.0751 0.1576 0.0140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0.0264 0.0289 0.0474 0.0164 0.0146 0.0328 0.0372 0.0541 

2.2 Effect of the plan and the evaluation 

After the redetermination of weights, the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20-year plan have been brought 

intothe established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simplicity, we only analyze theeffects of 

Systema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anc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lan and make the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12) 

 
Figure 8  Nep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anc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lan 

From the graph, Nepal to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tancy and SDI of its subsystems are both 

rising by year, makingoverall SDI more than 0.45 in 2033, which realiz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the 

quantization process throughout the planning and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as well as the change trend of 

linear make it too idealistic, ignoring the effect of exogenous variablessuch as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which makes the effect is not accurate.So if we want to get mor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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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e addition of exogenous variables in the next process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is required. 

3. The Related Change Predi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Plan 

Conside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will be affected by many exogenous variables, 

they need to be added into the model. Because these variables are artificially uncontrollable and have some 

regular patterns in their changes, the first thing is to forecast the changetrend of these exogenous 

variablesofnext 20 yearsaccording to their past data, then bring the prediction results into the evaluation 

model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change of the plan effect. 

3.1 Construction of Exogenous Variable Index System 

Use the Exogenous Variable Index System as the fifth subsystem i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The subsystem and indicators are shown as follows. 

Table 11  Index of Exogenous Variable System 

Criteria 

Layer(B5) 
Exogenous Variable Index 

Index Layer 
Development 

Aids(C1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18) 

Rate of Extreme 

Climate(C19) 

Rate of Climate 

Change(C20) 

3.2 Exogenous Variable Prediction 

3.2.1 Construction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The new exogenous variables are time series with a certain regularity, which can be analyzedby using 

stationary time series model. 

3.2.1.1 Autoregressive Model 

The time series process can be expressed as: 

 1 1 2 2i i i p i p iu              (15) 

Where
1 2 p  ， ，…， i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p lagged variables of ,i iu is white noise. The 

whole process is p order autoregressive process, namely AR(p) process. 

3.2.1.2Moving Average Process 

The time series process can be expressed as: 

  (16) 

Where
1 2 p  ， ，… i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u  is white noise, 

|1 |2 |, ,...i i i pu u u  is lagged variables 

of iu .The whole process is equivalent to weighted composition of q+1 white noise variables, namely q 

order moving average process, namely MA (q) process. 

3.2.1.3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process 

A randomized procedure composed of autoregressive process and moving average process, namely 

ARMA(p,q) process,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17)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eries variable data, use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ACF and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PACF to recognize the exogenous variable indexes in the time series 

process. (Time Series Model Recognition Table refers to Appendix 13) 

After recognizing the exogenous variable indexes in the time series process, we can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and make the curve fitting from the expression then we can estimat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each index. 

 

1 1 2 2i i i i q i qu u u u         

1 1 2 2 1 1 2 2i i i p i p i i i q i q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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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Result Prediction 

Use Eviews to predict the exogenous variables.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14) 

3.3 Prediction of the Exogenous Variable Effect in 20-year Plan 

Join the prediction of the exogenous variable values for 20 years into the evaluation model and obtain 

effect changes in the next 20 years as shown below: (Calculation results refer to Appendix 15) 

 

Figure 9  Plan Effect after Adding the Exogenous Variables 

From the figure, due to uncertainty of exogenous facto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xogenous facto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20-year plan, Nep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is no longer a simple linear 

increase, but fluctuated with time, while the overall trend is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Sensitivity Analysis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the project plan effect is to compare effects of plans in four aspects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economy, society on Nepal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combined with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to give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 of each Criteria Layer, which will be 

multiplied with its internal index variation amplitude. The internal index variation amplitude equals to the 

average of the final value minus the starting point value.Then the results will be ranked as the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the project effect, as follows: 

  (18) 

Where, 
jB  i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value of the j-the project, 

jBw  is the weight of the j-th 

criterion, 
jcw  is the weight of the j-th index. 

The specific ranking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able 12  Comprehensive Ranking Table of the Project Effect 

Project Comprehensive Effect Value Ranking 

Resource Aspect 0.216 2 

Environment Aspect 0.339 1 

Economy Aspect 0.106 4 

Society Aspect 0.059 3 

As we can see, environment project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resource project, society project and economy project. 

2033 2013

1

C C w
j j j

n

B B j 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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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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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onclusion 

Our paper main targeted the re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problem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d factors, we obtained a series of e

valuation indexes from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by Analogic Emerg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

alysis. These indexes were then combined with other exogenous variables to construct the comprehensive e

valuation system, the model of which is built on three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 development 

constancy and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Then we applied the built model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pal’s su

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dition over past 10 years and proposed a reasonable development plan. Finally, a

fter analyzing the implement effect and external variables, our team ranked the project effects and obtained 

the best project. 

VI. Analysis of Weakness and Strengths of the Model 

1. Strengths of the Model 

1.1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affecting factors we divide them into four aspects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nalyze each aspect to make influence factors of model clearer and 

model more comprehensive. 

1.2 The first use of Analogic Energ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can mak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systema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ree, and provides indexes for the following evaluation 

model. 

1.3 Qualification of the Systemat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reflect the change tre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more clearly. 

1.4 The Entropy method can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indexes more obj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each index and avoid the error caused by subjective factors. 

2. Weakness of the Model 

2.1 The evaluation model focuses on change trend, while the boundaries is a little blurred. 

2.2 The us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the model of index system makes 

the model too complex and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n directly affecting factors more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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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影响因素的探讨与

对策分析 

——以恩施州宣恩县为例 

刘桂洲 王俨澄 曾梦瑶 方玉冰 张海韵 

一、导论 

（一）选题背景 

1．概念界定 

一般认为，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一些因素，缺少足够的途径和方

式接近金融机构、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无法充分享受到现代金融系统为生活带来的便利性。 

当今的金融世界呈现复杂的态势，一方面是金融服务的普及推广，另一方面则是仍然存在主流

金融业务所无法触及的地带。金融排斥是社会排斥的类型之一，它是指经济主体被主流金融所排除

的现象。而由于金融排斥所导致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发展滞后等）则会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排

斥的其他方面。 

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微观层面的“被排斥主体”是个人、家庭、

企业；宏观层面的“被排斥主题”则是社区与区域。“排斥”或“歧视”并非银行家的常用语言，

用经济学的语言描述这种识别机制应该是“选择”。 

2．农村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社会焦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 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

随着我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奇迹背后

的和谐与公平受到拷问，并可能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近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农村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目前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我国农村发展

的关键所在，不管是利用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通过农业产业化对农村生产结构进行

调整，都需要有大量资金的积累、投入与再投入。农村金融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

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并不仅是正相关的关系，农村金融效率对农

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只有优化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改进现行的农村金融的结

构和功能，防止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失，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才能最终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

的协调发展。 

4．农村金融发展历程 

我国于 1998 年开始实施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分

支机构，农村信用社对其基层网点也按商业化经营的要求，进行了撤销与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

深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2006 年底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推动下，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新

政”出台。2007 年年初银监会发文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在放开市场的同时推

                                             
    作者简介：刘桂洲、王俨澄、曾梦瑶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 1302班本科生，方玉冰系经济学院国

商 1202班本科生，张海韵系法学院对外经济法 1301班本科生。本文系第二十届博文杯一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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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允许高风险的农信社通过并购、重组等市场化手段退出。从这一系列举措

可以看出,监管当局欲通过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引人竞争机制，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然而,

放松管制及其带来的兼并、市场进人与市场退出等现象有可能对特定人群或地区的金融服务可获得

性带来不利影响。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为追求利

润，势必会减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营业网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剧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排斥。 

5．农村金融排斥现象普遍存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银监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2010 年末，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有 105855

个，平均每个乡镇分布网点 3.27 个，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网点 1.29 个，拥有银行业金融服务人员

19.29 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支持的农户数约为 6925.6 万户，仅占农户总数的 29.3%。现阶段我

国广大农户最基本的存款、贷款、汇兑等金融服务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城乡二元

化差异等领域，运用多种模型探究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对农村经济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本项目在原有

关于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现状的研究成果下，以恩施州宣恩县为调研对象，创新地深入研究影响农村

金融排斥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而充实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理论，对之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现实意义 

（1）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满足农民资金需求 

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户最基本的存款、贷款、汇兑等金融服务需求还未得到满足。通过研究农村

金融排斥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而从其重点影响因素入手，实行农村金融服务改革，优化农村金融服

务，从而提供充足的资金以满足农民从事各种活动并创造价值，同时满足农民的各类理财需求。公

民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类似于公民享有接受义务教育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优化农

村金融服务，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 

（2）优化农村地区金融政策，为政府合理干预建言献策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七年对突出强调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体现了政府对农

村金融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在其在纵深改

革面临的挑战的艰巨程度。通过研究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可以很好地政府政策倾斜性调

整建言献策，从而发挥政府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宏观控制与促进作用。 

（3）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已有的研究已经阐明了金融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了对于金融宽

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于其能够为“创造性破坏”提供资金支持，将稀

缺的资金分配给有效率但缺乏资金的市场参与者。农民在有了可利用的外部资金，规避了资金短缺

的劣势，进而藉市场和创新之力实现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4）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缓解弱势群体面临的金融排斥有利于降低社会排斥程度。金融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子集，金 

融排斥最终导致社会排斥，并通过减少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联系强化金融排斥。目前我国城乡之间金

融排斥的程度的差异较大。农村地区相较于城镇地区金融排斥现象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导致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农村金融排斥的缓解不仅有利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推动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是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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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总体情况介绍 

在整个调研活动中，我们紧紧抓住了探索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影响因素并寻求相应对策这一研究

目的，严格按照设计的调研思路，踏实认真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实际状况以

及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和分析。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可以用下图来展示： 

 

在问卷调研阶段，小组成员于 2 月 24 号至 28 号在宣恩县内分别对多功能金融机构、专业金融

机构、大型社区、农业合作社及当地企业进行走访调查。 

调研对象包括：中国工商银行(恩施宣恩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宣恩支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

行(民族路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罗支行)；中国人寿保险宣恩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宣恩支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兴隆大道)；工农街社区、兴隆街社区、双龙湖社区；宣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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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珠山镇信用社、宣恩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营业部；宣恩县椒园镇鑫浩龙石材

厂、宣恩县绿贡茶厂、湖北大派食品有限公司。 

本小组实地发放问卷，以及网络发放问卷，实收 213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178 份，有效率

达到 83.5%，数据较为真实。另外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取了典型访谈回答，制作分析报

告。基本能反映真实情况，达到调研目的。 

在访谈调研阶段，虽然部分访谈对象事务繁忙，接受访谈时间也相对有限，但访谈对象基本上

都回答出了我们所列的访谈问题，这便于我们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讨论，也使我们基本达到调研目

的。 

（二）研究方法陈述  

本次调研，我们将以“实证为主，规范为辅，比较综合分析相结合”为原则，在问卷调查法的

基础上，辅以文献资料检索法等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希望能够发挥不同方法的优势，实现最佳的调

查研究效果。 

1．文献检索法 

针对本课题的特性，需深度了解有关金融排斥理论方面的内容，我小组在知网、万方等平台

上，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查阅，参考近年来的相关统计、专著和论文等，对已有的研究理论进行研

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以及理论支持。 

2．调查问卷法 

此方法为此次调研的核心方法，通过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可充分了解宣恩县当地的金融网点的分

布情况，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金融意识等，从而对当地对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行量化分析。

同时此方法可以保证样本的精确性，而且能够通过数据统计从而以量化分析来对课题进行研究。 

3．数据采集整理 

基于问卷的调查方式，我们将在分层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收集与统计分析。制作为饼状图、折

线图等以便于分析和归纳结论。另外，我们也会采集相关的已有调研成果和新闻资料，与我们调研

结果比较并作为补充，以此让两种数据交叉，保证分析数据的有效性。 

4．定量分析法 

量化分析能够使经济现象以数学的方式更直接的表现出来，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

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本次调研为了更全

面、系统的分析问题，我们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所有的可能影响因素都设为变量，并将我们手中

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并通过对主分量的重点分析，达到对

原始变量进行分析的目的。我们将考虑对农村金融排斥影响比较大的的因素，例如，农村金融需求

方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以及供给方的金融机构网点密度、针对农村的金融产品数量等，并将这些

因素设为变量，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科学分析。 

三、调研结果分析 

（一）问卷结果分析 

1．针对村民个体的调研 

（1）您的性别是？  A．男性                          B．女性 

为了保证调查的结果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小组通过问卷调查相同比例的男性和女性，保

证调研的结果不会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偏见，使调研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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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的年龄是＿＿ 周岁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按不同的比例调查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其中，以 20—50 周岁的成年人

居多，因为这一类人思维更成熟，阅历更丰富，而且金融也与这一类人的生活与工作密不可分，对

他们进行调研更具有代表性。 

（3）您接受教育的总年数是＿＿年，您的学历是＿＿  

该题调研学历的平均水平为初中水平。农村居民受到经济基础、教育资源、生活环境、历史传

统等因素的影响，所受到的教育年限相对城市居民较低，文化水平较差。这使得农村居民的思想相

对较为保守，对新事物的接纳度低而且接受较慢，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村居民对金融的排斥。我

们调研也针对了农村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以保证调研结果能够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 

（4）您现在的职业类别是？ 

A．学生   B．纯务农   C．纯务工   D．农工兼业   E．其他 

 

受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当前本地农村居民舍弃农田、外出打工的仍占多数，由于外出打

工的居民的存款、转账、汇款等金融需求的加大，农村对金融的需求也不断加大。农村中单纯务农

的已经不多，而且这部分人的年龄偏大，对金融的排斥也较大。整体而言，现在农村对金融的需求

越来越大。 

（5）您的家庭月收入大概为多少？ 

A．1000 以下   B．1000—2000  C．2000—5000  D．5000 及以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的提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个人需求也有增

加，使得农村对金融的需求加大，然而由于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的局限，农村居民仅仅只是将资金

存入银行，理财方式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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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的家庭总人数为＿＿ 

该题平均水平为 5 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影响相对于城市来说较小，再加上传统家族观念

的影响，农村一个家庭的人口总数往往较多。 

（7）您的家庭每月的食品支出大概为＿＿ 

在农村，由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消费意识弱，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大。 

（8）您家庭的人均年存款总额为＿＿ 

农村居民由于自身思想的保守、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消费后剩余的资金大多都是存在相关金融

机构，存款总额占其收入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对金融的一个强需求。 

（9）您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银行等）工作？  A．无   B．有 

 

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从农村走出，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的人较少，再加上农村居民与金融机构

工作者的交集很小，因而农村居民的亲戚朋友中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较少。 

（10）您家距离最近的金融机构大概需要多久的路程？ 

A．0.5 小时    B．0.5 小时到 1 小时   C．1 到 1.5 小时   D．多于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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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居民的居住地大多远离城镇，而金融机构的网络点又几乎没有囊括农村地区，因此农

村居民到金融机构所费的时间较多。 

（11）您是否曾向银行或者信用社申请过贷款？  A．无   B．有 

 

现在不少农村居民有向金融机构贷款，其贷款资金主要是用于建造房屋、婚嫁喜事以及农作物

的投资等。然而由于农村的金融服务没有到位，还有许多农村居民是直接私下找亲友借钱解决资金

问题的。 

（12）如若您申请过贷款，您每年的贷款总额为＿＿ 

农村居民的贷款需求主要是出于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需要，临时周转资金，而没有大数额

的投资等需求，因而农村居民每年的贷款数额较小。 

（13）如若没有申请过贷款，您是否有贷款需求？ 

A．有，而且很大    B．有，但较小   C．毫无需求  D．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农村居民大多数都有贷款的需求，但这些需求大多只是用以解决农业生产的投资和生活中的一

些问题，而贷款数额大的占比很小。相关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农村的这一情况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金

融产品。 

（14）您觉得当前的金融服务现状能否满足你的金融需求？（办理存贷款业务、金融产品业务

等） 

A．完全能够满足     B．一般     C．不能满足     D．不关心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影响因素的探讨与对策分析 

104 
 

 

当前，农村的金融资源还是比较匮乏，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的网点少且分散、金融产品的针对

性不够等方面，农村居民到金融机构的距离远，其金融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 

（15）请您评价一下政府针对您村的金融扶持政策的扶持力度。 

A．扶持力度非常大 B．扶持力度较大  C．扶持力度较小  D．无任何扶持力度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关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了农村金融的现状和需求，其对农

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农村金融的发展趋势较为可观。 

2．针对农村企业的调研 

（1）您所在的工作单位属于哪方面的企业？ 

  A．物流方面   B．农贸市场交易  C．农产品生产  D．其他 

 

为保证调查对象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我们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并且力求样本的分布趋于总体的

分布，使得调查结果更具有可靠性。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大多数的企业为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企业。当地的产业布局与我们在调查前的信息搜集结果相同，以第一产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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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所在的企业距离最近金融机构路程需要多久路程？ 

A．0.5 小时内    B．0.5 小时到 1 小时    C．1 到 1.5 小时   D ．多于 1.5 小时 

 

宣恩县的金融机构网点并不多，再加之集群性不强，大多数企业与金融机构相距甚远，这非常

不利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相互往来，一方面不利于企业寻求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不利于金融机构拓

宽自身业务。 

（3）您所在的企业办理金融业务一般运用哪种方式？ 

  A．到银行网点办理     B．电话交易     C．股票市场     D．其他 

 

当地的企业金融意识并不强，绝大多数只是简单地利用银行进行收支转账的业务，从调查结果

来看，他们更倾向于传统的方式即直接去银行网点办理，可以看出当地企业的金融观念偏陈旧。 

（4）您所在的企业一个月办理几次金融业务？ 

A．3 次以下      B．3-5 次       C．5-7 次      D．7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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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企业办理金融业务的频率较为统一，频率低。说明当地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不紧密，

据反映一方面是因为距离较远，花费的时间成本高，另一方面是自身需求不高。金融机构需要多增

加对当地企业的金融业务拓展，增进金融机构与当地企业的往来。 

（5）您办理的金融业务一般涉及哪些类型＿＿      存款，贷款，转账，保险 

从调查结果看，当地企业办理的金融业务具有单一性，以存贷款、转账为主，其他金融业务占

比非常少。 

（6）您所在的企业是否需要规避常见金融风险（诸如投资风险、筹资风险、资金回收风

险）？ 

A．是，经常                    B．是，偶尔                        C．几乎不用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管理层具备风险危机意识，明白自身企业有投资、筹资、资金回收等

金融风险，但是受环境和重视程度制约多只停留在想法层面。 

（7）您所在的企业是否会在以后提高金融业务办理频率？ 

  A．应该会                      B．不确定                              C．不会 

 

百分之八十的企业表示会在以后提高金融业务的办理频率，说明在大潮之下，当地的企业也受

到了启发，明白金融意识是当下企业发展的必需品。一个企业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销售阶段，更好

的金融理财也非常重要。这反映了当地的农村金融市场开阔，需要的是金融机构迎合需求和企业的

主动性。 

（8）您所在的企业是否会选择更多的金融衍生性产品？ 

A．会，逐渐增多  B．会，但态势一般    C．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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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分之三十的企业对金融衍生性产品持乐观积极态度，绝大多数的企业对金融衍生性产品持

观望态度，并表示近期内不会有太多的投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金融衍生品的了解程度不

高，对其风险性把握不足，另一方面是企业的发展动力不足。 

（9）您企业所在的区域能否满足您的金融需求？ 

A．基本可以满足所有需求  B．大部分能满足  C．能满足部分 D．基本不能满足 

 

一个区域的金融需求与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相辅相成，互推共进。从调查结果看出，当地的金

融需求和金融发展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10）您所在的企业是否认为金融机构网点应该增设并且提高服务质量？ 

A．是，应该增设    B．是，但现实不允许   C．一般    D．不是 

 

企业与金融机构相距甚远、交通不便利，再加之，当地更倾向于去银行网点实地办理业务，金

融机构分布的广泛性和便利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拉近当地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提高紧密

度，金融机构着实应增设网店，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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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请您评价一下政府针对您所在地区的金融扶持政策的扶持力度。 

A．扶持力度非常大  B．扶持力度较大  C．扶持力度较小  D．无任何扶持力度 

 

政府对当地的金融扶持政策有目共睹，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重发展金融行

业，使经济更加全面高效的发展。但是在金融扶持政策之下，其投入与产出比却值得探讨，因为从

调查结果看政府的投入多，成果并不显著。 

（12）您对于您村目前的金融服务有何看法，以及您的建议是什么？ 

大多数村民认为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只有存贷、保险，其他的也不是很了解。其自身也觉

得其他金融服务与他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一方面太专业，另一方面觉得用处不大。 

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时的态度真的要提高，并且要走出金融机构的舒适圈，深入村民的生

活，拉近与村民的距离，耐心与村民解释金融服务到底为何物、能有何用。 

3．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调研 

（1）您所在的工作单位属于哪方面的金融机构？ 

A．银行  B．农村信用社  C．保险机构  D．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当地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保险公司、风投等等其他的金融机构占比少，且分

布分散。金融机构的类别具有单一性。 

（2）您在所在工作的单位的职务是什么？ 

A．经理   B．秘书   C．员工   D．其他 

 

在调查过程中注重对象的代表性，这可以搜集更客观的数据，搜集到更全面的意见。每个职位

对金融机构的现状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通过搜集分析每一个职位的不同看法，可以对金融

机构的微观层面有更深入的认知。 

（3）在社会老龄化日益加重的今天，请概括一下目前农村金融排斥的现状： 

  A．很好    B．较好   C．一般    D．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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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村金融排斥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有滞存的趋势。这与当地的金融意识普及率低下，社会

平均教育水平不高有关。 

（4）在贵机构中由农村主体发起的金融业务所占的比例大概是： 

A．80%以上  B．50%-80%    C．20%-50%    D．0%以下 

 

农村主体发起的金融业务占比非常低，可以看出当地的居民对于金融业务处于被动一方，他们

自身的金融需求很少。 

（5）根据您的预计，在未来的 10 年内，农村人口将占金融市场的比例是？ 

A．70%以上  B．50%-70%   C．30%-50%    D． 0%以下 

 

当地的金融机构对宣恩县的未来农村金融市场的态度平淡，认为农村人口的金融业务的发展前

景性不高，绝大多数机构内部也没有针对农村人群的特殊金融服务。 

（6）湖北省目前中农村人口金融意识如何？ 

  A．很好  B．较好   C．一般   D．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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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湖北省农村人口的金融意识不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对银行的观念只是一个储蓄贷款机

构，对银行推出的金融业务与金融衍生产品也漠不关心。只有少数的居民会主动了解银行推出的新

业务。 

（7）您觉得哪些机构更适合开展农村金融业务呢？ 

A．信用合作社  B．银行金融机构   C．邮局   D．商店、超市 

E．移动电话充值点  F．彩票销售点  G．加油站 

 

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角度看，与农村人口更接近的机构更适合开展农村金融业务，一方面更

方便金融业务的普及，另一方面更能激发农村人口的主动性。 

（8）您认为开发农村市场是否能为金融机构带来经济效益？  A．是   B．否 

 

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远景持乐观态度，因为农村市场有其金融的刚性需求，例如存

贷款业务，也有金融新业务的拓展点。 

（9）贵机构是否有为农村人口专门设计的金融基础服务？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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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机构都有针对农村人口专门设计的金融基础服务，以期提高农村人口对金融业务的兴

趣，拓宽农村金融市场。 

（10）您是否认为在农村中银行与信用社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A．是，竞争比较激烈        B．是，但竞争一般        C．不会 

 

银行与信用社有业务交叉的地方，由于在农村信用社的网店较多，许多农村人口会偏向于去信

用社办理业务。银行与信用社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且让银行更加注重“接地气”的创新金融业务。 

（11）您是否会考虑结合国家在中部地区的政策来相应改动产品的设计？ 

A．是，创新较为重要          B．是，但农民不会意识到产品变更  

C．是，企业对此需求较为强烈      D．不会 

 

从调查数据来看，金融机构内部遍认识到创新是大潮，谁抓住创新，谁就抓住了未来几年内的

经济增长点。在当下注重信息透明的时代，政府发布的信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近年来国家

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扶持，这让当地的金融机构看到了未来形势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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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请问贵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是否非常依靠于交通便捷程度？ 

A．是，交通便捷较为重要    B．是，但不是最主要因素     C．不会 

 

农村的人口分布较为分散，道路也不像城市四通八达，加之农村人口更偏好直接去银行办理业

务，在此诸多背景下，银行所处位置的交通便捷程度尤为重要。如若银行所处位置偏僻，则业务的

受众性极低，银行也很难维持基本的运营。这也是当地金融机构一直难以发展的重大原因之一。 

（13）您对于您村目前的金融服务有何看法，以及您的建议是什么？ 

金融服务需要更多的创新意识投入，使其更接地气，更能够被村民接受。目前金融业务的接受

度很低，受关注度也不高。所以首先要做的便是提高村民对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的关注度以及了解

的程度。 

金融服务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和热枕，因为对村民解释金融业务的确是一件很难得事，首先需

要自己对自己的金融业务有深入了解，可以让自己回答任何“偏题”。 

金融机构需要增加自身的网点数，否则会使自己的市场变得狭窄，不利于更好的扩展未来的市

场。 

（二）访谈记录 

1．访谈纲要（恩施州宣恩县农户典型代表） 

时间：2015 年 1 月 20 日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恩施州宣恩县黄坪村 

被采访人：张明先生 

采访者：本课题组所有成员 

（1）Q：请问您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多久了？能大概和我们谈谈你眼中村子近年的发展情况

吗？ 

A：我是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个地方的。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到现在也有 30 多年

了。这 30 多年来，我目睹了我们村子一点一点变好起来。以前我们村大部分是务农，干的都是苦

力活，大家生活都紧巴巴的，能吃得饱饭就算是村子里比较富有的人了。当时村子里有一户人家有

一台黑白的小电视机，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吃完晚饭早早地去他们家院子找个好位置，等着他们放

电视。电视当时在我们村算是奢侈品了，大家都搬个小凳子一起坐在他们家院子里，可热闹了。现

在不同了，村子里的外出打工或者自己做生意赚钱，日子都慢慢滋润起来，温饱基本都没有问题

了，家家户户也都有了电视机，条件好的还自己造新房子，比起以前吃苦的日子真的是好了特别

多。 

（2）Q：您对于您所在地区的金融网点及其服务是否了解，就您感受而言，近年来你所在地

区的金融网点及服务是否有所变化？若有，能大概和我们介绍一下变化情况吗？ 

A：我是在村子里开个小超市，还挺经常跑银行的，对于我们镇的金融网点还算是比较了解

的。现在政府都比较重视这一块，情况改善了很多，以前要到镇上去取钱，一个来回要耽搁一天时 

间，费时又费力，没想到现在在村里的惠农金融服务联系点上就可以取钱、转账，真是太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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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请问您平时所需求的金融服务大概有哪些呢？在您所在地区，你的金融需求能否得

到满足呢？若能，金融服务的实现途径是否便捷？若不能，您又是如何处理您无法被满足的金融需

求？ 

A：我平时的金融需求其实不算多。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去个一两次银行存款和取款，可能有时

候遇到资金周转不顺利的时候就会需要到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来应应急。以前是挺不方便的，要专门

跑到镇上去，有时候就两个月才去一次，现在方便啦，我有时候一个月去个两三次的银行办一下业

务，顺便了解一下理财产品。 

（4）Q：您对您所在地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了解吗？能大概和我们谈一谈吗？ 

A：知道一些。比如上次县金融办、人行宣恩支行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以《征信管理条

例》为重点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在农村地区普及金融知识，当时我们好多人都去参加了。政府和

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热心，给我们讲解相关的政策知识，有的不太懂的地方问他们他们也会耐心地

教我们，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次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就教我如何用网银，现在我也有自己的网上

银行了。 

还有上次宣恩县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8 家金融机构齐聚河滨广场，围绕金融政策法规、

支付结算知识、维权知识等内容来给我们集中宣传。让我知道了识别假币，其实不难咯，不光可以

看颜色，还可以用手摸，以后我卖东西就不担心别人给我塞假钱啦。 

（5）Q：您认为您所在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如何？您认为您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该如何提高

其金融服务水平？ 

A：我认为我们这个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比起来以前来已经好了很多了。毕竟以前连取钱存钱

都很麻烦，现在这些经常做的业务已经便利很多了。但是其他方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我们

这边的金融机构可以多多开展像上次那样的知识普及活动。因为我们这边人很多都没怎么念书，不

识字，对于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办理业务都还很陌生，他们多来讲讲就会有更多的人懂得一些基

本的知识，也方便大家。 

2．访谈纲要（恩施州宣恩县典型企业代表） 

时间：2014 年 1 月 22 日 

地点：恩施州宣恩县宣恩县椒园椒园村蓝翔兴旺饲料添加剂厂 

被采访人：肖胜英先生 

采访者：本课题组所有成员 

（1）Q：贵企业在宣恩县发展多久了？能大概和我们介绍一下您企业的发展概况吗？ 

A：我们一开始是个比较小的作坊，后面慢慢做起来了，就在 02 年的时候注册了公司，到现在

也有 12 年了。 

（2）Q：在贵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中，你们产生了哪些金融需求？ 

A：这个就多啦。我们基本一两天就要去一次银行的。主要是存钱、取钱、转账汇款、处理对

公账目、办理贷款、还有汇票、支票、承兑汇票这些票据的开立和承兑付款等等，一般是财务部的

人在负责这一块。 

（3）Q：恕我冒昧，贵企业大概每月需要贷款的数额与次数是多少，您的贷款需求能得到满

足吗？ 

A：这个不太好说呀，看企业资金周转的情况呗。有时候资金紧张的时候每月贷款的次数和数

额就多咯，有时候可能就不太需要办理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大部分情况都是资金周转不过来，银行

贷款有时候是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银行的贷款数额对我们来说还是远远

不够的。这种时候，我们一般就得和客户商量赊购赊销的事宜，或者是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去进行

融资。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影响因素的探讨与对策分析 

114 
 

（4）Q：您认为这个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如何，是否能满足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金

融需求？若能，金融服务的实现途径是否便捷？若不能，您又是如何处理您无法被满足的金融需

求？ 

A：恩施这边这两年政府政策出台的比较多，也比较重视，贷款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额度上

和要求上都比以前上放宽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企业想要继续扩张加大投资所需要的金融需求还是

不太能满足的，我们还是很希望政府和银行能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方便我们融

资。对于我们暂时无法满足的金融需求，一般都是我们几个管理层，动用个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借贷

融资，来解决迫切的资金需求。 

（5）Q：在实现贵企业所产生的金融需求的过程，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后来是怎么度

过难关的呢？ 

A：在企业的金融需求中，最难的就是融资困难。有时候资金真的会周转不过来。有一次客户

拖欠货款比较严重，而原料厂那边又必须付款。中间有一两百万的资金缺口，后面是通过我妹妹的

朋友借贷融资解决的。 

（6）Q：您对您所在地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了解吗？能大概和我们谈一谈吗？您认为这些政策

对贵企业得到金融需求满足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A：了解了一些，但是了解得可能不是特别全面的样子。县里面有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关于清

理规范全县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施方案》、《关于集中治理影

响全县经济发展环境“五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划企业办理抵押贷款和金融机构

处置抵债资产相关问题的通知》等等对县住建、国土、工商、金融机构等部门的收费情况进行了清

理和规范，一定程度改善了整个县的金融环境。让我们这些企业在满足金融需求的手续上，费用上

都得到了一定的方便。 

（7）Q：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您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该如何提高其金融服务

水平？ 

A：现在，农村金融的服务手段和城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创新能力不足，仍然以传统的存、

贷、汇等业务为主，金融服务在期限、品种和方式上还不能够适应和满足各类农村经济主体的需

要。因此，相关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支面向农村的金融团队，深入了解农村

的实际情况，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产品，推动农村金融和经济的发

展。 

3．访谈纲要（恩施州宣恩县金融机构代表） 

时间：2014 年 1 月 23 日 

地点：恩施州宣恩县宣恩县人民银行珠山镇上湖塘 

被采访人：王青女士 

采访者：本课题组所有成员 

（1）Q： 贵机构在宣恩县设立多久了？能大概和我们讲讲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概况吗？ 

A：我们是 2001 年 10 月在宣恩县设立的。恩施自治州近几年来金融发展情况极为迅速，近年

恩施州再次被评为湖北省金融信用市州，这是我州连续 6 年获此殊荣。政府和金融机构密切合作，

进而推动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同时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2）Q：你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大概有哪几类呢？数量为多少？你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吗？ 

A：恩施近几年金融业发展迅速，各个类别的金融机构都纷纷设立，包括银行类、证券类和保

险类。其中以银行业的金融数量最为突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邮政银行等等纷纷在此处设立支

行，我们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政府会召开银企座谈会等等，促进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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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并且出台一些相应政策，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共同致力于营造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但我们彼

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在各自的服务类别和服务水平上都有所区分。 

（3）Q：贵机构在您所在地区布局以及提供服务，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呢？ 

A：虽然恩施并不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地区，但是它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政府的大力

扶持和它本身的资源优势都表明它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而经济的发展则会产生相应的金融需

求，这两者是密不可分，互促互进的。因此，选准在恩施布局并且提供金融服务是很有必要的。 

（4）Q：您所在地区的客户金融需求水平如何？他们所需求的金融服务大概为哪些类别，能

分别从家庭角度和企业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A：就目前来看，我所在地区的客户金融需求水平处于中下，但具有不错的上升潜力。为增强

金融部门服务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2013 年，县金融办、县人行引导县内金

融机构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需要，制订、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服务产品。金融机构先后开办“侗苗仙

居”、“555 随心贷”联保贷款等系列融资服务产品。2013 年，县金融办还组织各金融机构开展信

用主体培植活动，要求每家金融机构每季度至少要培植 5 户以上信用企业，并联合工业园区主动向

各金融机构推介新入园企业，为金融机构培植更多的信用企业、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打下良

好基础。全县金融机构全年共培植 A 级以上信用企业近 90 户。企业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以融资借贷

为主，兼有其他存取款业务、票据业务、转账业务等等，而家庭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则以存取款为

主，近年来理财业务有上升趋势。 

（5）Q：贵机构如何与您的客户保持良好沟通的呢？大概的途径有哪些？ 

A：我们支行是非常重视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的。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主要有三个途径：首先

要尊重客户，并一视同仁；其次要具有服务意识，以良好的态度与客户沟通；再次要有耐心，认真

为客户解答问题；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为客户提供有效率

的优质服务。 

（6）Q：您认为您所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平衡吗？若不平衡，贵机构打算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通过哪些途径呢？ 

A：虽然恩施宣恩近几年的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所相应产生的金融需求

之间还是有所差距，处于供需不平衡的状态。我支行在新的一年打算丰富金融产品，尤其是信贷方

面。具体的措施尚未出台，但方向是确定的。 

（7）Q：您对您所在地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了解吗？能大概和我们谈一谈吗？您认为这些政策

对贵机构在您所在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有什么帮助吗？结合贵机构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供

求现状，您有什么的建议或意见吗？ 

A：我对于我所在地区的政府的金融政策有一定的了解。政府这几年还是出台了相当的多的金

融政策的。比如《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授信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好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恩

施、利川、巴东、宣恩等 4 家农商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对咸丰农合行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 0.5 个百分点；及时传达、宣传了人总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精神；认真落实了就业再就业、助学等扶持性贷款政策等等。 

目前农村的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这十分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相关机构应加速构建农村居民

的信用体系。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使对失信者的制裁做到有法可依，促进信用活动的有序进行；

其次，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治理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监督、惩戒失信行为，整合社会资源，

实现数据共享，以保障金融活动的开展；还要在农村做好教育和宣传工作，普及信用知识，树立道

德意识，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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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纲要（金融学者相关建议） 

（1）当下，在需求的推动和相关部门的促进下，农村金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存

在金融产品较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质量和效率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多元化金融服

务需求的突出问题。目前需要加大支农力度，立足于地方经济，围绕当地农业的布局的特色，有针

对性地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现在，农村金融的服务手段和城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创新能力不足，仍然以传统的

存、贷、汇等业务为主，金融服务在期限、品种和方式上还不能适应和满足各类农村经济主体的需

要。相关金融机构可以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支面向农村的金融团队，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

情况，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产品，推动农村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3）目前农村的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这十分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相关机构应加速构建农

村居民的信用体系。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使对失信者的制裁做到有法可依，促进信用活动的有序

进行；其次，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治理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监督、惩戒失信行为，整合社会

资源，实现数据共享，以保障金融活动的开展；还要在农村做好教育和宣传工作，普及信用知识，

树立道德意识，防范金融风险。 

（三）研究宣恩县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1．模型重述 

（1）农村金融需求者与供给者方面的研究 

本小组通过文献分析了解到，农村金融的直接参与者是金融需求者――农民个人和供给者——

金融机构，并且确定农村金融排斥现象的影响因素研究范围主要在于金融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两方

面。 

从需求者层面来说，本小组将收入和农民自身受教育的程度作为研究的因素。Whyley 和

Kempson 认为金融排斥是收入的递减函数，指的是收入越低，人们受到的金融排斥度会越高。在短

期内，一个人的基本消费总量是一定的，收入越少消费后的剩余资金便越少，人们对于处理剩下的

为数不多的剩余资金的金融需求便越少，这样就产生了金融排斥。我国农村居民自身普遍存在文化

水平低、生活习俗陈旧、思想观念落后、难以接受新生事物的特点，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使

得农民不能完全理解金融服务的程序和原理，进而主动放弃金融服务，增加了农民对金融的排斥

度。 

从供给者层面来说，本小组认为金融机构网点的安排是研究的重点，并由此引出可能存在的金

融排斥现象的因素。通过现有资料本小组成员了解到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置网点的意愿很低，导

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少且类型单一，农民在金融服务上的地理可得性很低。另外，农村

地区的金融产品比较单一，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存款、贷款业务，这降低了农户享

受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可选择性。本小组希望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令供给者方面影响因素得以显

现为对策和建议提供依据。 

（2）农村社会层面的研究 

在城市地区，金融机构的网点大多分布在规模较大消费中心——各大商场、超市等，因为消费

中心人口流量大，资金需求多，有大量的金融需求。而农村地区极度缺乏规模化的消费中心，消费

少，并且人口分散，流量不集中，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网点便很少。另外农村地区

存在交通条件差、生活环境差、可利用的资源少等弱势。 

本小组认为社会层面（包括消费规模等）应当放在影响因素中的重点作为考虑，调研地选择也

充分考虑到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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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中变量的选取 

表 1  模型中数据的选择及处理说明 

变量范围 变量名 符号 变量补充说明 

需求者 

层面指标 

人均收入（元/人） 1x   

年龄（年） 2x  受访者周岁年龄 

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元/人） 3x   

每十人拥有车辆数目（辆/十

人） 4x  接触本地金融服务简易程度 

恩格尔系数（%） 5x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额比重 

教育程度（年） 6x  受访者接受教育总年数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就职 7x  
72

71

0

1

x

x






有

无
 

企业贷

款需要 

企业每月贷款数额

（元/月） 8x   

企业每月贷款次数

（次数/月） 9x   

企业与最近金融机构距离 

（分钟） 10x  企业接触本地金融服务简易程度 

供给者 

层面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总数量（个） 11x  调研地金融机构设置网点 

金融机构网点密度（个/ 
2km ） 12x  以县城金融总数除以人口居住地面积 

提供金融产品数目（个） 13x  调研地金融机构提供所有的金融产品 

社会 

层面指标 

人口数目（人） 14x  
调研地抽样调查 

结合当地政府提供年鉴 

人口密度（人/
2km ） 15x  人口数除以人口居住地面积 

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百万元） 16x  取近 3 年 GDP 平均值 

消费购物中心数目（个） 17x  提供综合类商品中心 

消费购物中心楼层（层） 18x  侧面反映消费购物中心规模 

本小组在调查前设定了近 30 个调查地点，并且最终获取 28 组有效数据，每个地点涵盖了本范

围内的人均水平及相应现象。访问量达到 103 人，访问各类金融机构、企业达十余家。模型运用

SPSS 内降维的因子分析功能，将各类变量进行分析，通过此方法得到变量的分组与实际影响程

度，本小组结合模型结果与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对金融排斥现象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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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结果分析 

表 2  相关矩阵 

 

人均收入 年龄 

人均每

年存贷

款总额 

每十人

拥有车

数目 

恩格尔

系数 

教育

程度 

是否有亲

戚朋友在

金融机构

任职 

企业贷款

需求 

企业与金

融机构距

离 

金融机构

网点数 

金融机构

网点密度 

金融产品

数目 

人口

数 

人口

密度 

当地近 3

年经济总

量 

消费购物

中心数 

消费购物

规模 

相

关 

人均收入 1.000 .965 .611 .803 .918 .245 -.076 -.037 .195 .220 .190 .117 .231 .271 .314 .060 -.194 

年龄 .965 1.000 .638 .776 .925 .147 -.006 .068 .153 .064 .207 -.048 .133 .173 .304 -.031 -.222 

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 .611 .638 1.000 .581 .541 .265 .122 .266 .177 -.037 .016 -.090 .112 .037 .219 -.253 -.255 

每十人拥有车数目 .803 .776 .581 1.000 .742 .141 .006 .066 .222 .179 .161 .101 .279 .272 .124 -.122 -.100 

恩格尔系数 .918 .925 .541 .742 1.000 .135 .071 .137 .087 .041 .496 -.034 .330 .210 .287 .129 -.111 

教育程度 .245 .147 .265 .141 .135 1.000 .009 .060 -.015 .486 -.149 .214 .171 .107 .396 .243 -.114 

是否有亲戚朋友在金融

机构任职 

-.076 -.006 .122 .006 .071 .009 1.000 .915 -.339 -.464 .413 -.548 -.148 -.132 .333 -.063 .309 

企业贷款需求 -.037 .068 .266 .066 .137 .060 .915 1.000 -.332 -.430 .423 -.576 -.145 -.207 .359 -.153 .235 

企业与金融机构距离 .195 .153 .177 .222 .087 -.015 -.339 -.332 1.000 .144 -.149 -.095 -.104 -.131 -.319 -.018 -.211 

金融机构网点数 .220 .064 -.037 .179 .041 .486 -.464 -.430 .144 1.000 -.266 .587 .202 .256 .148 .091 -.232 

金融机构网点密度 .190 .207 .016 .161 .496 -.149 .413 .423 -.149 -.266 1.000 -.200 .397 .106 .167 .281 .174 

金融产品数目 .117 -.048 -.090 .101 -.034 .214 -.548 -.576 -.095 .587 -.200 1.000 .520 .595 -.012 .203 -.162 

人口数 .231 .133 .112 .279 .330 .171 -.148 -.145 -.104 .202 .397 .520 1.000 .748 .228 .402 .231 

人口密度 .271 .173 .037 .272 .210 .107 -.132 -.207 -.131 .256 .106 .595 .748 1.000 .393 .420 .202 

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 .314 .304 .219 .124 .287 .396 .333 .359 -.319 .148 .167 -.012 .228 .393 1.000 .174 .287 

消费购物中心数 .060 -.031 -.253 -.122 .129 .243 -.063 -.153 -.018 .091 .281 .203 .402 .420 .174 1.000 .160 

消费购物规模 -.194 -.222 -.255 -.100 -.111 -.114 .309 .235 -.211 -.232 .174 -.162 .231 .202 .287 .160 1.000 

导入 SPSS 后，发现相关矩阵中，大部分变量相关系数较高，意味着存在较大的信息重叠，可

以运用于主成分分析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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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4.628 27.225 27.225 4.628 27.225 27.225 

2 3.496 20.566 47.790 3.496 20.566 47.790 

3 2.666 15.682 63.473 2.666 15.682 63.473 

4 1.561 9.184 72.657 1.561 9.184 72.657 

5 1.022 6.010 78.667 1.022 6.010 78.667 

6 .854 5.025 83.692    

7 .715 4.206 87.898    

8 .592 3.482 91.380    

9 .433 2.549 93.929    

10 .399 2.346 96.275    

11 .190 1.121 97.396    

12 .169 .997 98.392    

13 .118 .695 99.087    

14 .076 .449 99.536    

15 .059 .347 99.884    

16 .012 .070 99.953    

17 .008 .047 100.000    

 

表 4  成份矩阵 

 
成份 

1 2 3 4 5 

人均收入 .941 .016 -.219 -.037 .026 

年龄 .895 .164 -.293 -.068 -.014 

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 .655 .245 -.356 .211 -.166 

每十人拥有车数目 .828 .056 -.233 -.100 -.185 

恩格尔系数 .906 .215 -.087 -.219 .101 

教育程度 .346 -.183 .140 .729 .384 

是否有亲友任职金融机构 -.021 .863 .272 .186 .009 

企业贷款需求 .046 .891 .183 .249 -.014 

企业与金融机构距离 .121 -.248 -.531 -.250 .409 

金融机构网点数 .266 -.674 .013 .424 .101 

金融机构网点密度 .307 .463 .397 -.461 .243 

金融产品数目 .212 -.800 .280 .055 -.271 

人口数 .479 -.301 .625 -.258 -.113 

人口密度 .456 -.383 .624 -.107 -.252 

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 .426 .239 .488 .491 -.023 

消费购物中心数 .150 -.227 .578 -.180 .631 

消费购物规模 -.134 .268 .587 -.12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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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表现出来的累计总方差在第五个成分时达到 78.667%，并且从各自方差的占比来看，前

三个较大均达到 15%以上，后两个较小。 

表 4 中，由分析后得到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个成分所代表的变量涉及人均收入、年龄、

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恩格尔系数，第二个成分所代表的变量涉及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任职情况与

企业贷款需求，第三个成分代表的变量涉及人口数、人口密度、消费购物规模，第四个成分所代表

的变量涉及教育程度与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第五个成分所代表的变量涉及消费购物中心数、企业

与金融机构距离。 

（1）第一个成分与人均收入、年龄、恩格尔系数呈现较强的关系，而与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

存在关系相对较弱。收入较高、年龄较低或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受访者所受到的金融排斥程度较低。

原因可能是：具有较高收入的居民会进一步希望财富增值而主动去接触金融机构，另外金融机构也

会主动对其进行一定的业务上的支持；居民年龄较低时，对于新生事物更为了解并易于接受，相对

高龄人保守意识较弱，接受风险能力较强；恩格尔系数较低意味着收入与生活质量较高，作用与收

入相当。令小组成员意料的是，模型显示金融排斥程度与人均每年存贷款总额呈现关系较弱，并且

排名在前三者之后。 

（2）第二个成分与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任职情况、企业贷款需求呈现较强的关系。结合参考

文献与访谈记录分析，可以得知当有亲戚朋友在金融机构任职时，居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关于金融

机构业务相关的信息，例如银行、保险以及信用社等机构的业务，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较低。另

外，当企业贷款需求较高时，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为主）会提高关注度并提高与当地企业的联

络频率，因而该类型企业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低。 

（3）第三个成分与人口数、人口密度、消费购物规模呈现一定关系。个中原因可能是：金融

机构会倾向于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进行网点的设定以及金融资源的投放，而消费购物规模（本文

用消费购物中心楼层数作为衡量标准）的大小则直接影响消费金额，再间接影响民众的金融需求与

商家贷款等需求。 

（4）第四个成分与居民教育程度呈现较强关系，与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则呈现较弱关系，与

其它 4 个成分的对应系数没有差异。个中原因可能是：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于金融业务方面的

敏感度就越高，也就更善于通过各类理财产品促进自身资产增值，所受到的金融排斥程度就更低。

而模型显示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和金融排斥没有较大的关联，这是在小组成员意料之外的。 

（5）第五个成分和消费购物中心数呈现较强的关系，而与企业到金融机构距离关系较弱。小

组成员认为在本模型中消费购物中心数目是与消费购物规模有一定相似度的，在对金融排斥程度影

响上有相似作用，只是消费购物中心数目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是否当地金融机构分布情况与

其有重要关系以及相关程度如何。而模型中显示企业到金融机构的距离和金融排斥现象事实上关系

不大，其中原因可能是企业得到金融资源的能力更在于软件上而并非硬件，即使企业距离金融机构

较远，现今较普及的交通工具和企业自身的此类配置已经使该问题得到解决。 

3．模型结果缺陷分析与结论修正 

虽然本小组在模型中设置变量时充分考虑了个人因素、企业因素、社会因素，但是在获得信息

环节经验不足。比如一开始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没有顾及到居民受调查时提供信息的可信度，获得

数据不全。后来设置选项时，改用区间选项（比如 10000~15000 元收入）以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 

而一些调查前预估应该是较重要的因素，比如人均存贷款额度、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模型显

示并没有哪个成分可以明显与之相关。过后小组成员进行思考，总结出现该情况可能的两个原因。 

一是在收集数据时，出于隐私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受访者并没有给出最准确的答案。而由于

我们将当地划分为 30 个区域，取其近三年的经济总量，变量取值较少，并没有起到较好的数据分

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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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模型实际反映了情况（此类可能性较小）。人均存贷款额度并不一定会影响金融排斥，相

反金融排斥会使得该变量产生变化——这也是小组成员之前没有考虑到的。而当地近 3 年经济总量

方面，或许因为产业较为集中于某区域，而使得经济总量的增减没有对其他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产

生较大影响。 

另外，金融机构网点数、金融机构网点密度、金融产品数目在各成分中本应按照预计具有较高

的系数，但均显示低于 0.5 甚至有负值。这明显与现实不符，说明在数据获取以及分析环节出了问

题。这也是本模型中的一个遗憾，本小组只能依据过往分析和当地情况，定性而非定量地推断出，

金融机构网点集中度和提供产品服务的量会较大地影响当地金融排斥程度。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模型 18 个变量分析结果以及访谈记录的启发，本小组讨论后总结了以下可能导致金融排

斥的原因。而对中部地区恩施州宣恩县的分析更是要因地制宜，才可以得出有效应对该问题的建议

并且适用于当地发展。 

1．金融机构抬高准入门槛 

为提高自身盈利并预防风险，金融机构在考虑效益最大化时，会对普通的居民（当地大多为农

户）存在借贷的排斥。一方面宣恩县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普通居民不能够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

担保品或者一定的信用记录，造成该方面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另外一方面，本地农户生产规模普

遍较小，受不定性因素影响较多，风险难以控制，加之信贷数量较少以及借贷的分散性，金融机构

会担负比较高的成本与风险。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盈利，往往会在信用评估以及信贷条件上排斥广

大农户，使得本地的资金无法良性循环。 

2．地理因素不利于金融服务的推广与提升 

宣恩县属云贵高原延伸部分，县境东南部、中部和西北部边缘，横亘若干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大

山岭，形成各类盆地、平坝及山谷山峡等地貌。地貌复杂造成的交通不利，往往使金融机构分布较

为稀疏，覆盖面较小，难以形成金融网络。一方面，金融机构调配资金以及人力物力时较为受限，

也难以吸引高质素人才到当地任职，从而间接影响符合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创新，以及金融

服务的提升。另一方面，居民会因地理因素而较少接触金融服务，反过来会削弱金融机构对当地的

重视程度，从而影响金融服务的推广与质量提升。 

3．农村金融机构难以适应农村发展需求 

实际上农村金融机构在资信与抵押市场并不发达的农村，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问题。金融机构本

身资金链小，面临着资金流动难题，回避或者不轻易向农户或农村企业发放贷款成为了相对优先的

选择。同时，宣恩县当地金融机构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缺乏符合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面

对农村经济季节性、流动性特点并没有体现创新意识与相应产品的开发。虽然有少数金融机构提供

了一些较适合当地的金融产品，但是仍是将金融产品销售目标定位于较为发达的城镇地区，这一矛

盾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排斥现象。 

（下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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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嘉炜 

转眼之间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还记得大一刚来学校时怀揣的各种心情，有摆脱高中单调

枯燥生活的喜悦、有对大学生活的好奇与期待、还有身处在陌生环境的不安等等。当真正踏入大学

这座象牙塔之后才感觉现实和想象不太一样，倒是有种回到高中的感觉，一样要考试，一样要晚自

习，一样每天都要在教室待上好几个小时上课，有时甚至觉得上大学比高中还累，因为高中只需要

专注于学习，而在大学，学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各种能力，挖掘自己的潜能，重

新塑造自我。在这里，我想从学习和出国两方面谈谈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谈论学习这个问题，但是大学的学习不同于初高中阶段，没有老师在背后

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你，督促着你要认真学习，很多时候完全要靠自己监督自己，做到自觉主动去学

习。大学考试想要通过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复习阶段把老师画的重点背一背，考前突击一下，基

本上能保证不会挂科。但临时抱佛脚并不能真正掌握知识，要想有扎实的基础，必须在平时花费功

夫。关于学习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不存在最好的方法，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大家也无需盲目学习别人的方法。 

一、制定目标，合理安排时间 

对于刚进入大学的同学，可能会有许多迷茫，不知道将来想要做什么，我相信大多数大一的新

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大家可以利用大一一年的时间去进行不同的尝试，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找

到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在高中时大家的目标都很统一，就是希望能考到一个

好的大学，但是来到大学，走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我希望你们心中都要有自己的目标，不要漫无

目的度过大学四年。对于将来想直接工作的同学，应该平时多参与活动，利用假期的时间多实习。

对于想出国的同学，提前准备好出国的考试。想保研的同学，则努力提高绩点，多参加博文、大创

这些比赛。无论以后想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初步的目标，提前了解各种发展方向的所需要的条件，

并朝着目标努力。 

有了目标之后，要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很少制定长远的、详细的计划，相反我更倾向

于合理规划好每一天，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将来不确定的事情太多，如果计划的事情太多，而由

于种种情况未能实现，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挫败感。所以合理安排好每一天，保证自己的行动没有偏

离自己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过好每一天。我认为每天都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看书复习，但时间

的长短可以根据当天的课程负担做出调整，如果某天的课比较多，上了一天的课堂比较累，可以相

应缩短学习时间，但每天还是要拿出时间学习。 

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就是合理利用课堂时间，如果能在课堂上把知识消化，课下可以节省

出大量的复习时间，用于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虽然我不反对翘课，因为不能保证每一堂课都是有

用的，但前提是把翘课的时间用于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自习或者忙学生会的工作。一个人学习总

是枯燥无味的，我们应该时常与同学交流分享自己的学习感受，遇到问题时，不必总是一个人钻牛

角尖，多向同学请教问题。我自己也曾经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和同学一起讨论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

些难题，我总能在和别人的交流中发现自己学习过程中的漏洞，也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更好地解决

问题。每次在期末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总结出每门课的复习提纲，再把自己整理的资料和全班同学

                                                             
作者简介：彭嘉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工 1101 班，成功申请至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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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通过总结每门的知识点，能帮助自己梳理课程的知识脉络，提高复习效率；通过和同学分享

学习经验，帮助同学更好应对考试，让自己充满了成就感。不光是学习，我们在生活中也应该学会

和别人分享。在大学，学习依然很重要，我希望每个人都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千万别为了期末

考试的不挂科才去学习。包括参加各项比赛，我觉得能否成功主要的是看你的态度，能否 100%投入，

态度决定一切，有良好的态度，很多事就能做的很好。 

二、为出国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想谈谈出国方面的经历。我从上大学开始，就有出国留学的想法，从大二就开始为出

国做准备，到现在结果已经尘埃落定，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即使现在回头望去，依然有着艰难

沉重的感慨。出国是一个很磨砺人心的过程，其中的担心、等待、期盼，非亲历过的人不能体会。

这条路能够走下去，始终依靠的是自己最初的信念和坚持。 

GRE（或 GMAT）和托福（或雅思）考试是出国的第一步。曾经有人说每一个出国的人都会发

现，考试是最简单的一步，现在想来，这句话确有几分道理，但这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很

多学校对于托福成绩都有硬性要求，若成绩达不到要求，学校将不会审核你的申请材料而是直接把

你拒绝。所以这两个考试成绩直接决定了你的申请是否成功，我认为对于有出国打算的同学，应提

前准备这两个考试，最好能在大二就开始准备，越往后，学习压力越大，越难抽出时间看书背单词

做题，而且提前准备的好处在于，万一第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还有时间再考一次。 

准备考试没有太多技巧，总结起来无非两个字——坚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大脑

空间来消化和储存那些 ABCD。别人能够学会，我们同样能，只要我们善于投资自己的时间，越忙

的人越有时间做事，越懒散的人，越找不到时间做事。学英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连续性和持

续性，走走停停很难会有成就。当初在准备 GRE 考试时，一本红宝书 6000 多个单词，自己来来回

回看了几十遍，我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每天要看 2 个单元大概 300 个单词，然后每天还要复习前一

天背的单词，过几天后又要开始复习最初背的单词，最紧张的时候每天要背 1000 多个单词，有时晚

上和同学出去吃饭或看电影，没有完成复习计划，只能在熄灯后，用手机当电灯，一遍一遍地背单

词，经常背到一两点才上床睡觉。在准备 GRE 考试的四个月，是我大学最辛苦的一段时间，为了能

考到一个满意的成绩，必须要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的时间背单词，刷题，来

保持状态，有时为了做题背单词，不得不牺牲和同学一起玩的时间，有时可能被同学误解为自己不

合群，此时一定要坚定的信念，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所成就，犹如黎明前的黑暗，捱过去，天

也就亮了。 

因为自己提前做好了准备以及不懈坚持，我在大三上学期便已经完成了 GRE 和托福的考试，并

且取得满意的成绩。在机缘巧合下，大三下学期得知学校开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交流生项目，机会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此时很多同学正在疲于应付考试，而早已做好准备的我顺利进入该项目，并

在大四上来到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在负有盛名的、常青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三、跨国交流，挑战自我 

初到美国，在机场，对于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我，不得不说有几分恐惧。对环境，更是对语言。

虽顺利通过了出国英语考试，但实战起来才发现自己的武器已太落后。听不懂，说不出口的尴尬，

心中阵阵挫败感。我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由于机票订的太晚，到美国时，学校的迎新会已经开

始，但此时我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由于交流项目的时间为一学期，而很多房屋的租赁期至少为一年，

白天还要在学校办理各种手续，熟悉校园环境，只能抽空去找住宿的地方，最初几天，每天在外四

处奔波，晚上回到临时住的地方，整个人疲惫不堪。由于出门在外怕父母担心，很多事情也不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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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怕他们担心，只能自己硬扛。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赶在正式开学前找到了愿意“收留”

我的人，四个月共同生活的时光，我和舍友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进入到正常的学习生活时。因为我发现，大家虽说都是国际交流生，但欧洲国家的学生基本不

存在语言问题。所以他们能够很快地融入群体，交到朋友，一起出游。而这一切于我而言，是一道

需要时间和巨大勇气才能跨过的坎儿。在同学和舍友的帮助下，我开始渐渐习惯国外的生活，通过

观察和学习别人怎么打招呼、聊天，自己也开始勇敢地张开自己的嘴，主动和别人交谈，在克服心

理障碍，渐渐融入了校园生活后，我发现许多外国学生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是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又存在误解，所以当有中国学生主动和他们接触时，他们同样也很兴奋。只要能勇敢跨出第一

步，会发现一切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即使有时在表达上有困难，他们也会耐心倾听，每一次

的交流都为语言的进步提供机会，不知不觉间会发现自己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在学习上也

渐渐适应了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我认为和国内大学教学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助教制度，每一门课

教授都会安排几名助教，助教会协助老师完成教学工作，并解答学生的问题，这能很好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也能有效解决老师因为工作繁忙而不能很好关注每一个学生的问题。 

一学期的生活匆匆结束。离别时满怀不舍与期盼，也满载收获和回忆。我很珍惜在哥大的每一

天，或许在外面走走，才能明白世界之大，四个月的国外生活给予我的最大收获是在陌生环境下生

存能力的提升，学会独立面对和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在每天的努力下，都进步一些，收获一些，

学会感恩身边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让我明白没有他们支持和鼓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毕业，是结束，更是开始。结束的是一段美好的求学时光，开始的则是留待我书写的未来。一

路走过来，我收获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但一条路走下去，总会有尽头，我也即将到达大学生活

的尽头，或许此时应该停下脚步，回头看看，然后满载着所收获的财富，自信满满的跨过终点奔向

下一条路的起点。我相信，在以后的路上，我会走得更好，更远。也希望我的经历对于学弟学妹们

有所帮助，衷心祝愿你们也能度过无悔的四年。 

责任编辑：李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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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悟职场——保持自信，尝试改变和挑战 

其实，在本科期间我是一个很胆小，表达能力很弱的人，站在台上做 PPT 展示都紧张的声音发

抖。我认识到我的这个缺点，在读研的时候就刻意在改变，我会经常主动上台做 PPT 展示，实习的

时候也多和不同的人沟通，在面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自如的流畅的向面试官表达我的想法。

所以，不要害怕，直面困难，现在开始改变。 

找工作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路途中会遇到很多拒绝，但是一定不能否定自己，在每一次失

败者汲取养分，为下一次的成功积累经验，并保持百分之百的自信。最后，祝愿所有即将面临求职

的师弟师妹找到满意的工作。 

责任编辑：殷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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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研的一些事 

刘利华 

我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不断去问自己要什么，然后去努力争取。 

考研结束也有一段时间了，考研期间修行式的生活与毕业季的吃喝玩乐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和对

比，以至于我在回想最开始考研的情景，会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关于考研经验分享，

一开始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因为觉得考研的征程上的回忆太多，太多想说的，太多可以说的却又

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写这篇分享，把我最真实的感受和经历分享给诸位，也以此作为

对考研历程的总结。 

我考研成绩总分 390，各科成绩如下：数学 133、英语 77、政治 70、专业课 113，最后成功录

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硕（非基金方向）。初试成绩在本专业排名 17 名，复试本专业排名第二，

最终成绩在本专业排名 7/40。 

一、对考研的一些理解  

我觉得每一个打算考研的人都得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考研？是不是非考研不可？  

首先，为什么考研？这是首先应该想清楚的事情。考研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为了找更好的工

作、为了换专业、为了学习知识等等各种，考研对每个人的意义并不相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关

键是想清楚对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多大收益，又需要付出多少，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对我

而言，我希望以后能够进入 VC 行业从事风险投资工作，但是对于财大的一个普通本科生而言，这

事难度太大，因而我选择考研继续提升自己有更好的平台去实现我的职业梦想。 

其次，就是关于是不是非考研不可的问题。出国和工作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老实说，我们

学校的考研成功率也就一般，每年还是会有一些同学考研失败，并且在考研结束后一些好企业的好

岗位的招聘已经结束了。因此，是不是非考研不可，如果万一考研失利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每一

个准备考研的同学可以去考虑的问题。我当初我是很坚定要考研的，当初下定决心，如果自己没考

上就重新再来一年。这是我的风格，我考虑事情时喜欢去考虑它最坏的结果，如果最后的结果我尚

能接受的话，那么我就不再畏惧了。 

二、考研准备篇  

（一）学校的选择 

关于学校的选择，我希望给出两点建议。 

第一，不要完全被名校的光环所吓倒了，名校的确是很难考，但是如果你没有主动去了解它的

真实情况，那么这种难更多也只是你所以为的难而已。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对于部

分同学，我希望你们主动去了解录取分数线、报录比、复试通过率以及考试科目等信息。当然了，

这样讲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去考名校，这是不现实。你可以志向远大，但一定要问自己能否付出相应

的努力，承担相应的艰辛。最后呢，关于学校的选择，我只希望能够充分地去了解考研信息，然后

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报考最适合自己的学校。第二，目标院校不要一降再降。有一小部分同学常说，

根据复习情况时候再来选择报考学校，对这种做法我是很不赞同的。考研是一场艰难的战役，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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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取得满意的结果的话，一定要坚定积极地去争取。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确定合适的目标院校，

好的选择是成功的一般，因此务必慎重！ 

（二）复习经验 

我是从暑假 7 月 6 号开始正式复习的，开始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的复习经验可能也就

只能供大家参考了。各个学校的专业课考查内容不大相同，而且政治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并且

论坛上关于各科的复习经验有很多，所以这里我就仅分享下数学和英语的复习经验以供大家参考。 

1．数学 

数学的复习是从看课本开始的，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把高数、线代和概率论详细地看了一遍，这

一遍我做了两本笔记。这一轮复习结束后，时间差不多都到 8 月上旬了。这时我的数学全书还没开

始，而有一些同学已经差不多看完一半了，当时经常会有同学过来问我的进度，我也因进度太慢而

被鄙视了很多次。但是不管我的进度怎么落后，我知道我每天所能真正消化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所

以我也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点点地慢慢往上赶！等我第一遍看完全书时都已经到 11 月初了，这就

算是我数学的第一轮复习了。之后花了 1 个月看全书第二遍，最后终于在 11 月底看完了全书的第二

遍。然后最后 20 多天中，不断回顾知识点，查缺补漏，做大量的模拟和真题，然后就这样上了考场。 

整体而言，我的复习时间会相对短一些，我在数学上花的时间也比一些同学要少，所以最后我

的数学拿了一个非常一般的成绩也是有原因的。考研结束之后再去冷静地看，才发现真的是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那些数学 140+乃至 150 的同学，他们花的功夫就是比我要多。所以，如果你想数学考

出高分的话，一定要勤劳踏实地看书做题。请一定要相信，你最后考出来的成绩会和你专注和努力

程度紧密相关的。 

2．英语 

我的英语考得也就很一般，英语二 77 分，并且我在英语上花的时间也就很有限，经验什么的也

就不多说了，说多了怕误导大家。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真题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再特别地

说一下英语二的复习吧，由于英语二的真题比较少，所以我当初采取的办法就是在前期先看英语一

的真题，然后到了后期再看仔细研究英语二的真题。 

三、考研的一些感悟和认识  

考研是一场战役，这不仅是一场智力之战、知识之战，更是一场心理之战、信心之战、希望之

战、超越自我之战。现在再来平和地看待考研，会觉得以下几点是考研成败的关键。 

第一，是要一定保持自己的节奏，保持专注。在整个考研过程中，我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

响和诱惑，能否不轻易受外界影响保持自己的专注，这对考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是培养良

好的学习方法。要对自己诚实，多问自己为什么，这一点对于梳理知识是很有帮助的。第三，在考

研冲刺期时，一定要尽量克服焦虑，保持平常心。正确自我认知、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再加上平

和的心态，做到了这些我相信你离考研成功也就不远了。 

考研是一场修行，修行之旅充满着坎坷。送上我很喜欢的两句话与诸位分享：耐得住寂寞，享

得了繁华；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希望大家可以去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考研成功不代表人生从此光辉灿烂，考研失败也不代表人生从此注定黑暗无光！考研只是一个

人一生中的其中一小步而已，正确看待考研，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年的复习！但是，如果决定考，

请一定努力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祝

各位好运！  

责任编辑：李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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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你的捷径 

刘佳 

我是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像其他大学生一样在大四经历了艰难的时期，最后很幸

运地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现在简单总结下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其中或许有些地方值得师弟

师妹们借鉴。 

一、关于目标选择 

大三时，我个人确定了毕业后的方向是直接工作，但当时心中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觉得自己

还有好多东西没学，但考虑到自己性格适合出去工作，不是学术型人物，读研后对我找工作未必有

多大帮助，直接找工作是目前自己最佳的选择。个人认为刚开始找工作时最重要的就是确定自己将

来想从事的行业和所在地域，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选择才能有重点地进行网申和准备笔试。我本

身是金融学专业，所以在找工作时主要关注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公司财务方面，地域则重点关注北

京和深圳两地。值得说明的是，财大在深圳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每年来我校进行校招的深圳企业

有很多，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去深圳工作的还是很多的。 

二、关于简历 

大三下学期选修了一门课叫做大学生求职与面试，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关于简历设计的

知识，我找工作时的简历模板就是从老师那里要来的。简历内容通常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介绍、实习

经历、学生工作经历、获奖情况和自身技能（相关证书）。一开始制作简历会觉得自己太普通了，没

什么突出的成绩，很容易被人忽略。简历是需要不断修改的，可以借鉴下周围其他人的简历，换种

表达方式就会有新的亮点。个人觉得虽然通过语言表述的修改可以润色简历，但好的简历还是要有

实质内容的，所以建议师弟师妹们一定要注重自我能力的培养。不管是学术上的博文、大创研究还

是学生会的活动都要积极参与，课余时间还以多考考证，证券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会计

从业资格证等等，毕竟技多不压身。虽然我觉得实习期间并不能学到什么实质性的知识技能，但丰

富的实习经历还是会给你的简历增色不少，企业并不喜欢那些一直呆在学校与社会没有任何接轨的

学生。简历上的证件照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公司会以貌取人，一定要好好拍。银行除了要求有证件

照外还要求提供生活照，选点阳光清晰或能表明自己某些特点的照片就可以了。 

三、关于招聘信息 

印象中校招 9 月来袭，10 月下旬至 11 月底算是黄金期，然后持续到春节，属于秋季校招。春

节完后还有个春季招聘。招聘季节各种招聘信息铺面而来，面对漫天的信息，如何保证自己喜欢企

业不漏网以及如何刷选也令人头疼。这个时候锁定信息与筛选信息就很重要了。大家可以从中华英

才网、应届生招聘信息网、智联招聘等网站查询招聘信息，一般大型的公司都会同时在网上发布招

聘行程并在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发通知等做宣传。大家可以从海投网查找到各地区校园宣讲的安排。

如果有宣讲的话，尽量参加。大部分企业为了吸引人关注都会设现场投简历甚至现场进行简单面试。 

四、关于简历投递 

如果企业来学校进行宣讲，那么它很有可能会现场收简历或者会在现场有个简单的面试，所以

大家不要偷懒，尽量参加。比如各大银行今年虽然规定必须要经过网上申请，但很多银行还是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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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会结束后进行了简历投递和面试，个人觉得校园宣讲会中投递简历通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网

申越早越好，印象中踩着 deadline 申请的几乎都石沉大海。简历投递既要广撒网又要有重点。针对

自己感兴趣的行业重点申请；也要放低心态，其他只要不是自己特别不喜欢的行业或公司，或招聘

的岗位有特别要求的，都尽量申请，争取获得面试机会积累面试经验。 

五、关于面试 

企业面试次数和每次的形式和侧重点有一定的区别。我所参与的校招过程中的面试形式主要有

三种：初面、小组面和多对一面试。 

初面通常是在宣讲会结束后交简历时面对面试官进行一到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方便面试官了解

你的基本信息。虽然有些同学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刷脸的过程，但不得不说面试时的个人形象还是很

重要的。 

初面通过后企业会安排小组面试，小组面试大多为无领导小组讨论。本人参加过几次这种形式

的面试，总结出来的经验主要有一下几点：第一，运气最重要。如果你自己本身并不是很爱表现，

偏偏和你同组的人中有那么几个特别爱带头组织讨论，不给别人机会表达观点的人，那么你就危险

了，因为整个讨论过程中你的存在感就会太弱，那么面试官对你肯定是没什么印象的。记得在参加

招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的小组面试时，和我同组的人中有三个人表现欲特别强，一直发表意见，当时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全程就只讲了一句话。第二，如果你并没有信心能很好地组织大家进行讨论，

就不要强出头做领导者，只要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给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那就

足够了。关于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技巧很多，大家可以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进行准备练习。 

校招过程中我遇到的多为多对一面试，所以主要介绍下这方面的经验。多对一面试就是企业的

多个面试官面试一个应聘者。很幸运的是我参与的面试气氛都比较融洽，并没有其他同学遇到的压

力面试。这种面试形式中，面试官通常会先针对你的简历问问题，这就要求你对自己的简历必须非

常熟悉。实习内容和实习过程的收获以及校园实践活动等内容被问到的可能性比较大。再就是行业

最新动态、你对行业的了解等问题也可能会被问到。建议大家在面试前可以多去应届生招聘网的论

坛中逛逛，那里会有很多人分享某家企业的最新面试经验，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个人觉得面试时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信，尽量避免紧张，虽然紧张是难免的，但一定要好好组织语言，

回答问题时要清晰有条理，毕竟我们只是大学本科生，面试官可能也不会期望能从我们说出多么有

深度的回答，但思路清晰、语言有条理却是重要的素质。 

六、关于笔试 

银行笔试通常是全国统考，内容主要分为行测、专业知识和英语。学校周边的书店都会有相关

书籍，大家可以提前买来准备。虽然考前准备是必要的，但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平时的知识积累。

行测部分和公务员考试内容类似，专业知识部分则主要是金融知识和会计知识，英语部分不会太难，

今年除了中国银行笔试中的英语题比较多，其他银行考题中英语都比较简单。 

七、结语 

找工作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没有面试笔试信息时就努力海投，有信息时得了解相关企业的情

况、搜集它往年面试的资料了解形式并准备自己的问答。会感觉好像很机械每天不停地折腾，不知

道尽头不知道结果，没法预料又不敢停下脚步。当身边的有人已经拿到了 offer 可自己还没有任何消

息时内心更是煎熬。工作不顺利时也没少找人哭诉，但慢慢地自己也想通了。找工作是拉锯战，千

万不能着急，每个人都有低谷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哪能轻易地就

定下来呢？这是毕业生应有的经历，这是学习的过程。我很感谢上天给我的好运，让我最后签下自

己喜欢的东家。希望我的一些求职经验能给师弟师妹们带来帮助，祝大家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责任编辑：张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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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写作经验交流 

姚丹丹  

学术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文章、评论或传记，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表达科研成果的一种文字表述

形式,是通过对某一课题和观点进行专深而系统的研究,从而发表足以独立支撑有存在价值的观点的

系统论述。学术论文按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其具体的写作形式又各有差异，但是其基本原则和规律

还是相同的。一般而言，写作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主要应该考虑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如果你想发表

的话，还要考虑怎么发表。应《金融学苑》约稿，分享我在学术论文写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供师弟

师妹们参考。 

一、写什么 

好多人说，关于写什么是在整个学术论文写作中最难的一部分，这对于我自己也是，这也正好

验证了那句俗话，“万事开头难”。好多时候，我们都在纠结于写些什么，难的选题不会写，简单

的选题都被别人写“烂”了，到底我们应该写哪些领域，既不会太难，又不会太简单呢。根据我自

己写作论文的经验，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热点问题 

学术论文写作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理论意义，即对于现有的理论研究来说，你所做的研究有

什么样的贡献，对现有的理论体系有怎样的改进和完善；二是现实意义，即对于我们现有生活有怎

样的便利，所有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生产力，方便我们的生活。所以基

于这两方面的写作意义来说，选择社会热点问题是我们进行学术论文写作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社会热点问题一般是社会上最近出现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国家、

政府提出的，如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每年发的一号文件等，还有就是监管部门发布的，如央

行降息的通告，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的新规定等，这些都代表了宏观经济的新形势，是国家经济发

展的风向标。还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是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如互联网金融+、沪港通、一带一路

等，这些热点牵涉领域多，覆盖范围广，是我们应该积极关注的。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社会

热点的把握，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要多浏览一些财经网站，我们不能只看社会热点表面的表述，

要用我们专业的思维方式去分析这些社会热点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经济特征。比如对于互联网金融+，

一般常识性的认识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各类电商平台、第三方支付、众筹等的发展和兴起，

而我们应该看到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传统商业银行、债券市场等的关系，并且要对这种关

系进行量化分析。 

（二）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学术研究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不怎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不怀着一种热爱的

心理去做，更是一种煎熬，而这种热爱的心理就在于我们的兴趣。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做什

么，只要我们感兴趣，就会觉得时间飞快的过，而且整个过程也充满了乐趣，但是如果我们不感兴

趣，就会觉得整个过程痛苦而又漫长。 

兴趣的培养源于我们平时的关注。在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时，就要多涉猎一些，各个学科

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会有一些细化的分支，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细化的分支做一些专

                                                           

作者简介：姚丹丹，女，山东菏泽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工程专业 2013 级硕士研究生。2014 年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获得者。曾发表论文《基于负外部性的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思路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基

于我国东部某省的实证分析》《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融合》等，参与 2014 年中国金融工程学会、第十二届金融

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并进行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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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阅读，包括阅读一些著名期刊上的文章、一些经典的论著等，通过前人的研究来寻找自己的兴

趣点。到底哪些文章才是经典的呢，一个便利的方法就是向身边的同学、高年级学长学姐、老师请

教，还有就是一般学期开始的时候，授课老师都会给出关于课程拓展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经

过老师精心挑选的，都是关于该学科的经典论著。前期阅读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大多数的经典论

著都是艰深难懂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沉得住气，耐下性子，可以试着给自己制定一个切实可

行的计划，计划要具有可执行性，不能企图一口气吃个胖子，也不能慢慢悠悠的，否则一个学期过

去了，你还是一无所获。 

（三）课程论文作业 

在你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课程作业或者说与课程相关的问题，都是很好的选择。几乎每个课

程，老师都会在学期中让我们写一篇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论文，这个时候好多同学会因为各种原因敷

衍了事，这是最不应该做的，要知道，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都是老师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肯

定是有助于我们对于学科体系掌握的。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有个课程的老师让我们写“本体论”，

角度和切入点不限，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很难（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刚上大学，对于怎么写论文都一无所知，记得最后有许多同学都是简简

单单写了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同学是认认真真写的，查阅各种论文、书籍，向学长、学姐请教，最

终对于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一直到到现在，这种“本体论”的方法，也在指导着我对于其他

新知识的学习。 

（四）导师及其他一些课题 

如果你经过上述途径的尝试后，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的话，就可以向导师求助。在我们学院，

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会有自己的指导老师，平时可以多向这些老师请教、交流。老师们

大多会有一些基金项目，能申请上基金项目的课题都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我们可以根

据老师的课题项目选取其中某个细小的分支进行研究学习，在进行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的疑惑

可以随时向老师请教。如果你的导师恰巧没有课题的话，你可以登录国家社科基金网和国家自然基

金网，在这些网站上，展示的都是国家级基金项目，你也可以从中选取一些角度进行研究学习。这

些途径都是比较便捷和有效的。 

二、怎么写 

确定好写什么之后，就要具体进行论文的写作了，论文写作的逻辑思路很重要，我们可以查阅

那些发表在《金融研究》等期刊上的文章，虽然具体文章的逻辑会有不同，但一般都会包括引言、

文献综述、模型介绍、实证分析以及结论展望等方面。 

（一）引言 

引言是论文的开始，在这一部分，应该要对论文写作主体的内涵、写作背景进行简单的界定和

分析，内涵就涉及到“本体论”的问题，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肯定要先对这个问题进行界定，只

有清楚地对研究的主体进行界定后，文章后面的论证才会名了。背景其实就隐含着研究这个问题的

缘由，包括关于这个问题的宏观、微观环境。在这一部分，一般不会用太多的篇幅，一两段的文字

基本就可以了。 

（二）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文章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比较难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现有

国外与国内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找出现在对于该问题研究的缺口或者不足，以此来证明我们所做研

究的意义及创新，包括所用理论、方法等创新。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文献综述不是其他文章研究方

法和研究结论的简单“搬运”，需要我们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分门别类的进行归

纳，并最终对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指出我们论文写作与之相比创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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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介绍 

经济学类的文章与其他文章不同，需要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工具就

是前人提出的各类计量模型。在上述的工作做好之后，就需要选取一个具体的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

具体要选择什么样的模型，则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可以专门用一段时间对有关计量的知识进行系

统的学习，多积累一些模型分析方法，包括每个模型的假设前提和适用条件。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在

对问题进行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人的分析模型，特别是国外学者的分析模型，相对于

国内研究来说，一般国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模型比较先进，可以拿来借鉴，还可以对他人所用的模型

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如模型中某些因子的改进等。 

（四）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就是通过上述的模型方法对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需要数据，数据一般分为：

高频数据，如一分钟数据、五分钟数据等；低频数据，如日数据、周数据等。根据我们分析问题的

不同，选择高频数据或者低频数据进行分析，这个要以具体情况而定。数据的来源有很多途径，可

以从国泰安数据库上查询大部分我们需要的数据，或者还有各类的股票软件，如同花顺、通信达、

钱龙等，这类股票软件一般不需要注册，不像国泰安会有一定的限制，都是可以直接下载，只是有

些高频数据的下载稍微麻烦一点。下载好数据后就要根据模型进行运算，这个时候就需要掌握一个

统计软件，如 MATLAB、STATA、R 等，其实不管哪一个统计软件，只要熟练掌握，用来分析我们

现有实证分析问题都是足够的，当然也是多多益善，有能力的条件下，多掌握几个还是好的。 

（五）结论及展望 

结论就是对我们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实证分析的最终目的是用定量的测度来验证我们的

假设、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问题上。展望的部分可写可不写，写的话就写

一些我们写作此篇文章的不足以及存在的改进。这部分内容一般所占的篇幅也不长，只要我们把所

要解决的问题阐释清楚即可。 

三、怎么发表 

如果你写文章的目的不只在于学习知识，还想着发表的话，就要涉及到期刊的选择和具体的投

稿方式问题。 

（一）期刊选择 

投稿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期刊的合法性，在校园内、论坛上或者我们的班级群里面，

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刊约稿广告，这些期刊大多都是没有正式刊号或者质量很差的期刊。我们在选择

期刊时时，对于国内期刊，可以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网”或者知网进行查询，对于

国外期刊，可以在中图报刊网上进行查询，一定要特别注意，谨防不法期刊骗取我们的文章和钱财。

对于具体的选择上，国内有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每年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会发布最新的核心期

刊的类别，核心期刊也会分为不同的等级，具体分类可以查阅每年核心期刊的名单。普通期刊的类

别就比较多，最典型的就是一些非“985”、“211”学校的学报。可以根据自己论文写作的主题进

行投递，因为每个期刊都会有固定的主题板块设置，这样被采用的几率也要大点。 

（二）投稿途径 

在你选定一个要投稿的期刊后，就去具体查询该期刊以往出版的电子版或纸质版，在每一期的

最后部分或者其他地方都会有“投稿须知”，里面会详细的介绍期刊对于论文各个部分格式的具体

要求，按他们的要求对论文格式进行调整，特别要注意的是对于注释、参考文献的要求，因为期刊

不同，这部分的规定往往会有很大的不同。除了论文格式的规定外，还有就是投稿的方式：如果是

通过邮箱投递，会给出邮箱的地址，我们只要把论文以附件的形式发送即可；如果是通过网站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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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则需要进入指定的网站，先进行注册，然后再根据规定上传我们的论文。总体而言，不管是哪

种方式，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进行操作即可，但是随着期刊协同系统的不断完善，以指定网站上传

论文的形式会越来越多，而且这种方式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对论文的审稿进度进行查

询。 

四、总结 

学术论文是我们研究学习的展示，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写作一篇论文，可以帮助我

们对于某一个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上述所写的关于论文写作的方法都是我自己一些浅显的认识，

再多方法都比不上平时的积累和练习，所以，要想论文写作能力有提升，最需要做的还是平时多读

书，多练习。 

责任编辑：袁懿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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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Cap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Growth 

Gong Tao 

Abstract: Is venture capital good or bad for growth? 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growth by builds up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cluding ventu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e considering a panel data of 2009-2012 for 31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do 

not include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which venture capital affects growth 

depends on leve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Venture capital is good for growth when leve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ceeds 722, and venture capital is bad for growth when leve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low 722. 

Key Words: venture cap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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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那些事 

舒思勤 

时光飞逝，距离去年的秋招已过去将近半年，回想找工作的那些经历，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有

遭到拒绝垂头丧气的时候，有等待通知短信的焦急，也有拿到 offer 的欣喜。从最初找工作时的迷茫，

到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和适合什么，和最后找到自己比较满意也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也让

自己得到了成长。 

一、备战职场——谈实习 

我的实习经历十分的普通，没有去四大，没有去证券公司做行研，只是在贴近我专业的行业有

过实习。从本科开始，我就利用寒暑假实习，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实习表上盖章。我的第一份实

习是在武汉招商银行，担任外拓经理助理，工作就是外出或者在大堂推销银行产品，推销的产品包

括信用卡、生意金卡、贺岁金、超级网银一系列，对不同的客户群体销售不同的产品。支行的行长

要求我只要看见有客户在大堂等候办业务，就上前和客户攀谈推销，我从最初的怯懦得不敢上前到

后来可以向客户从容自若的销售产品。这是我做的最累的一份实习，也收获得最多：不仅了解了银

行的零售业务，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表达能力。在后来的求职过程中，这份经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之后，我相继在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实习。 

在实习的时候，我很少去考虑我做的这些对我以后求职或是在职场工作有什么帮助，有些实习

也只是虚度时间。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明白，实习的时候需要学的是什么。实习不是一个象征意

义的东西，也不只是写在简历上让简历更加好看，实习的时候所做的事、对实习岗位公司行业的体

会和思考以及对性格的磨练才是最重要的。实习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做好指导人布置给你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你做的事来了解部门公司的运作以及行业的发展情况，这就需要多听多看多想多

问。例如，如果指导人让你做表格追踪业绩，仅仅只是低着头做表格，除了提高 Excel 技能之外学

不到其他的什么。跳出岗位的局限，以宏观的眼光来看岗位，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当然，在求

职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自己应聘的岗位把实习经历经过加工和美化表达出来。 

二、备战职场——职业定位与选择 

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模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岗位，

仅有一个不要去保险公司的想法。学了六年保险，我反而想脱离这个行业，而且之前同专业的师兄

师姐大部分去了银行，所以我把目标投向了银行。一开始，我申请的岗位主要是银行管培，但因受

到专业和自身能力的局限，结果几乎全部被刷。之后，我降低期望值，根据之前在招商银行的实习

经历，在网申的时候主要投银行客户经理岗。当然，除了银行客户经理，我还网申了很多其他公司

其他岗位，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面试和笔试，最终拿到了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的 offer（招商银行深

圳分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人保财险广州市分公司，平安人寿总部），最

后选择了平安人寿总部，为了 12 月份去深圳总部实习，我也放弃了四大行的笔试或面试。 

三、征战职场——网申、笔试、面试 

（一）网申经验总结 

首先是网申，我们所遇到的网申一般都在公司网址或第三方网站上按照标准格式填写简历。填

写简历是非常繁琐极需要耐心的过程，每个网申大概要做一两个小时。 

下面我总结一下我做了将近 100 个网申的经验： 

                                                             
作者简介：舒思勤，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3 级保险硕士研究生，现已签约平安人寿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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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填写比较大篇幅问题的时候，尽量在 Word 环境下填写，然后再粘贴到网页上去。并

且平常可以保存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开放性问题，例如最难忘的项目经历，成长过程中遇到最有成就

感的事，或是最有挫败感的一件事，五年内职业规划等等。 

第二，网申时尽量多写，不要删减，这样有利于系统根据设定的条件来打分。对于女生来说，

正装照和生活照也是很重要的。找工作的时候企业难免会注意个人形象，我遇到过照片不合意，简

历筛选都过不了的情况。所以在网申或者现场投递简历需要附生活照时，不要随意选择照片，最好

用的显高显瘦的带妆生活照（除非对自己外形特别自信可以素颜），必要时用上 P 图软件，或者专门

去照相馆请专业照相师外拍的生活照。 

第三，找工作的时候需要长期关注各大招聘网站和公司的官网。我的习惯是每天会刷几次应届

生网、海投网和智联招聘，把感兴趣的招聘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并表明网申截止时间，

便于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网申。这样就可以避免漏掉招聘信息或者是错过网申时间。 

（二）笔试经验总结 

其次是笔试。笔试需要提前做题，大部分公司的笔试内容主要是行测、专业知识和公司基本情

况。所以可以多做公务员的行测试题，如果是考银行的话，也可以用《银行笔试一本通》之类的复

习银行专业知识。同时，在笔试某一家公司之前，需要准备公司的基本资料，如公司成立时间，公

司文化，公司主推产品等等。 

（三）面试经验总结 

我认为面试是求职中最重要的一环。面试是展现自己，吸引面试官的过程。展现自己，就是要

将自己好的一面，尤其是适合所应聘岗位的一面展现出来；吸引面试官，就是要让自己在一群应聘

者中脱颖而出，给面试官留下一定的印象。 

1．无领导小组讨论 

经过我十多场的群战经验，我总结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看材料的速度一定要快，并且快速思考，快速写下自己的观点。 

第二，第一轮轮流发言时，思路要清晰，言简意赅，最好分点阐述观点；同时一定要用笔记下

其他人观点，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三，大家分配角色时，适度自荐。例如，计时员，记录员，leader（大部分时候 leader 不需要

主动提出，在讨论中可以掌控全局并最后作最后陈述的会被默认为 leader），如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

力就不要勉强，免得弄巧成拙。 

第四，在集中讨论的时候，适度发言。避免攻击性语言，或是连续说很久，只需要有理有据表

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在适度的时候，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小组讨论的重点，使小组讨论不要跑题。即

使别人的观点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也不能直接的说出“不同意”、“不赞成”这类字眼，最好是在别

人阐释完观点之后，首先表达欣赏，再提出自己的观点，用“X 号同学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还可

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另外，在别人发言过程中不能打

断别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时刻保持温和、淡定、有礼，相反，咄咄逼人、面红耳赤争论的场景并

不好看，面试官也不会喜欢。 

第五，做最后总结的时候，做到条理分明，分调表述，并在表述中加入“正如 X 号同学所说

的……”，这样可以表示出对小组成员观点的关注与尊重。在最初参加的几场无领导小组讨论中，我

经常在轮流发言时，词不达意，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时间到了也没有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在集

中讨论时我也无法在发言中插话，呆呆地坐着，对小组而言并没有任何贡献度。 

第六，在群面中还有一种是即兴演讲，可以分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小组里的几个人随即抽

取不同的题目，有时间准备；另一种是小组里的人分配到相同的题目，几乎没有时间准备。这两种

即兴演讲我都经历过，从既往经验来看，即兴演讲的题目一般是给出一个词（一般是当下比较流行

的词语），不限定范围，围绕这个词在规定的时间内随意发挥。这就需要平时多关注比较流行的话题，

多看多想，了解的越多，能说的东西就越多。除了即兴演讲的内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逻辑性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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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把握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怎样清晰而完整的表达我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逻

辑思考能力。 

比如当时我抽到的一个词：“气场”，给定三分钟演讲时间。我是从比较传统的逻辑来讲的，即

气场是什么（气场的概念、分类、并举例），什么因素决定不同的气场，怎么样培养人的气场。每一

点再从中列出几条来讲，这样面试官听起来就清晰明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给的词语范围很大，而

演讲时间又比较短，这样就可以选取你比较擅长的一方面来讲，比如，我遇到的一个词，APEC，完

整来讲一下午都讲不完，这就可以选取 APEC 的一个小的点深入来讲，例如对政府为举办 APEC 所

做的措施的看法。 

参加完几场无领导之后，我也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无领导套路，成功率

90%，十分简单易学。按整个流程的顺序来说，在轮流发言的时候，除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记

录下其他人的观点，并快速归纳相似观点。在轮流发言的时候，如果发现观点和别人类似，可以说

“我赞同前面 X 号同学的观点”，然后再提出另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是把类似的想法向深度挖掘一

下。在所有同学发言完之后，一般会有一个几秒钟的空白期，抓住这个时间，对大家说“在集中讨

论之前，我来总结一下大家的观点……”把你记录归纳的观点说一遍，然后表明我们主要需要讨论

问题的关键，再开始引导大家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要适度发表观点，在大家讨论混乱，偏离主题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把讨

论拉回主题上来。在讨论过程中也要记录下来每个人的发言，在讨论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找准时机

说“我们也讨论得差不多了，我先来梳理一下我们讨论的结果……”，在大家推举最后发言人的时候

说“我们来选一个最后发言人，我这里记录了讨论观点，发言人可以用来参考一下”，而大部分情况

下，大家就会推我为发言人。如果我不想当最后的发言人，可以说“Y 同学的思路非常清晰，我觉

得他可以作为我们组的发言人”，即使最后的发言人不是我，我在团队的合作中也起到了总结归纳引

导的作用，并且也充分关注到了其他同学的观点，没有太强的攻击性，这样通过的可能性十分大。 

2．半结构化面试 

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面试没有群面那么激烈，一般就是一分钟自我介绍，然后面试官提

问，应聘者回答。一分钟自我介绍的内容就是个人基本信息，学校经历，实习经历，特长爱好，性

格特点等，这可以自己琢磨出一个模板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按岗位需求增减内容。重点是要流畅、

淡然和有吸引点。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些写在纸上，平时多练习。而且根据岗位的不

同，来突出不同的重点，例如如果应聘的是客户经理，就可以把在银行推销产品的实习经历和在学

校组织任职经历多说几句，其他经历一笔带过，性格特点就是抗压能力强，沟通能力强。如果应聘

的是技术类的岗位，就把在校考的相关证书和相关实习经验细说，性格特点是学习能力强，严谨等。 

在面试官提问的环节，经历多了，就会发现他们提的问题很多都差不多。面试了几次，针对提

问率比较高的问题，心里就会有回答的模板。我总结了一下这些问题，主要有：大学期间或成长过

程中最难忘的经历，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感觉最后压力的一件事以及怎么克服压力，你对我们公

司的了解有多少，你对你所投的岗位了解有多少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心里要有所准备，根据岗位

所需要的性格不同，这些回答也需要变化，并且要凸显数据和细节。这些回答都是要我们的真实经

历和想法进行包装。即使最难忘的经历是某一件事，但是如果这件事对你应聘这个岗位并没有什么

帮助，就需要讲另一件更合适的事件。还有一些问题是根据简历内容提出的，这就要求简历一定要

真实，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适度夸张。在应聘前，一定要搜集应聘公司和岗位的资料，在自我介绍

和回答问题时，体现出你对公司的了解和兴趣。例如，我再应聘平安银行前，我对它并不了解，所

以我通过查资料，了解到它在中小企业这一块做的比较出色，所以在面试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对中

小企业业务这一块的理解，以及平安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产品特意说了出来。 

（下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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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导读 

《对冲基金风云录》 

[美] 巴顿·比格（Barton Biggs） 

荐书宗旨： 

《对冲基金风云录》当属投资书籍中最富有启发性和引人入胜的作品

之一。本书作者以印象派的笔法描绘了一群专业投资者的生涯，展现了这

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投资世界带给人们的悲喜。 

比格斯是对冲基金行业的传奇人物，《对冲基金风云录》不仅展现了众

多对冲基金案例，也是他浸淫华尔街 50 年的回忆录。得益于比格斯耶鲁

大学英文系创意写作的专业背景，《对冲基金风云录》一书是少有的将虚构

与写实风格完美结合，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和戏剧冲突的财经书籍。不仅

展现了对冲基金经理纵横资本市场春风得意的一面，也同时揭示了其光鲜

背后的压力与艰难。 

作者小传： 

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华尔街传奇投资家、Traxis 合伙基金经理、摩根士丹利前首席战

略官、首席全球策略师，首席执行官，是与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逊等齐名的金融大师。身

为大摩的首席执行官时，他的一句评论足以引发华尔街乃至全球投资者的震动，而作为对冲基金界

的“老兵”，他所亲身经历的故事比投资界中多数的见闻都更具有吸引力。比格斯多次被《机构投资

者》杂志评选为“美国第一投资策略师”；1996 年至 2003 年，他一直在全球投资策略师评比中名列

前茅。2003 年 6 月，比格斯离开摩根士丹利，与两位同事共同发起了 Traxis 合伙基金，并成为当年

规模最大的新发对冲基金。如今 Traxis 管理的资金超过 10 亿美元。他旗下的主力基金 2009 年回报

率达到 37%，为业内平均水平的三倍。 

全书内容： 

全书共二十一章，按时间顺序共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包括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讲的是作者及其团队成员创建对冲基金前的经历。作

者参加投资精英的晚餐会，在这里为其创建对冲基金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包括本书的第五章至第九章，主要讲的是作者及其团队成员创建对冲基金的过程，在

募集资金和路演的过程中，作者经历了别人的折磨与刁难，最终创立了当年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

作者妙笔生花，描述了“刺猬”惊心动魄的生涯。 

第三部分为包括本书的第十章至第二十一章，主要介绍了作者及其同伙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和维

持，同时穿插了作者身边的人的投资经验和教训。作者用真实的经历和教训告诉我们，“智慧、经验、

勤奋、对历史的了解、开放的头脑、专注的心情，这些都是成为一只成功‘刺猬’的要素”。 

本书特色：   

1．因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与刺猬（hedgehog）的拼写类似，作者巴顿•比格斯认为，对冲

基金就像刺猬不知疲倦地寻找橡果那样寻找投资机会，这是该群体最美也是最丑的性格特点，于是

他将自己的书名定为《hedgehogging》，从这本书开始，“刺猬”成为了对冲基金经理的代名词。  

2．自从科技股泡沫的辉煌时代以来，投资已经变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经营对冲基金更是如此。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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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中，比格斯透视了这些每天决定巨额资金投向的对冲基金人士的性格和心理。

总之，此书它充满了趣闻轶事，也呈现了一个绝对内部人士的深刻见解。 

《学苑》提示： 

1．这本书是以作者本人和同事、同行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和《股票做手回忆录》一样，对于职

业投资者来说，本书只读一次是不够的，建议阅读时细致认真，反复阅读。 

2．本书将对冲基金的操作管理融入在作者的真实经历中，建议大家在体会故事趣味性的同时，

深入分析得出自己的思考结论。  

参考书目 

1[美] 约翰·戈登著，祁斌译：《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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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 西奥多·E·伯顿，于海生译：《资本的秘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美] 林克，沈阳格微翻译服务中心译：《非赌博式交易》；万卷出版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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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导读 

Freakonomics

 

[American]Steven D. Levitt, Stephen J. Dubner 

Purpose of Recommending Book: 

Freakonomics, a popular book worldwide, ranks only after Harry Potter 

6 among the best-seller books. After finishing this book, you will suddenly 

realize that the world is not what you have ever thought.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e truth behind daily details can be explained in a totally new 

way. Will reading makes a baby to be a straight-A student in the future? Is 

the swimming pool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guys? These questions you may 

never have thought are explained in the view of economics with amazing 

answers. In a word, you will not regret reading it. So, let’s have a quick 

glance at the book! 

Key Features: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many queer questions are put up. These problems include: Which is more 

dangerous, a gun or a swimming pool? If drug dealers make so much money, why do they still live with 

their mothers? What makes a perfect parent? What do schoolteachers and sumo wrestlers have in common? 

* This book consists of many interesting conclusion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e 1990s crime drop was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twenty years earlier. Unwanted children have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becoming 

criminals. With so many unwanted children being aborted in the 1970s, the pool of potential criminals had 

significantly shrunk by the 1990s. 

* Freakonomics establishes a totally new argument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f the 

ethics has represented the ideal mode of social operation in our minds, then economics is telling us how the 

society operates. 

Biography of the Writer: 

Steve Levitt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he directs the Becker Center 

on Chicago Price Theory. Levitt received his BA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89 and his PhD from MIT 

in 1994. He has taught at Chicago since 1997. In 2004, Levitt was awarded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which is awarded to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under the age of 40. In 2006, Time magazine named 

him as one of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Part I: Introduction: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Part II: Main parts of the book consist of 10 chapters: 

1. What do schoolteachers and sumo athletes have in common? 

2. How is the Ku Klux Klan like a group of real estate agents? 

3. Why do drug dealers still live with their moms? 

4. Where have all the criminals gone? 

5. What makes a perfect parent? 

6. Does name have an impact on children's future? 
                                                           

*This salable book is written by Steven D.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both of whom are famous professors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y take examples from daily life and try to see through these daily details by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ey collect variable kinds of data by all means to analyze and finally come into an interesting result. In some 

ways, this book will renew the world you have ever thought and thus worthy to be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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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wo paths to Harvard 

Part III: Some attachments: 

1. Notes 

2. Acknowledgments 

3. Index 

The Tips from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1. Professor Steve co-authored Freakonomics, which spent over 2 years on the Times Best Seller list 

and has sold more than 4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Super Freakonomics, released in 2009, includes brand 

new research on topics from terrorism to prostitution to global warming. Steve is also the co-author of the 

popular Freakonomics blog. 

2.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the Times article aroused interests from thousands of curious, 

inspired, and occasionally distraught readers. Levitt and Dubner collaborated on a book that gives full play 

to Levitt’s most compelling ideas. Through forceful storytelling and pungent insight, Freakonomics 

reminds us what economics is at root. The incentive study showed how people get what they want or need, 

especially when other people want or need the same thing. 

Reference Bibliography 

1[美] 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著，Freakonomics，广东经济出

版社，2007. 

2[美] 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著，《超爆魔鬼经济学》，中信

出版社，2010. 

组稿：毛庆 

责任编辑：郑彬杰 谭璟妍 

 

（上接 121 页） 

（二）减轻金融排斥现象建议 

1．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应当协助宣恩县发挥自身优势，从农业产业与优势产业做起，促进经济发展，提升银行金

融机构放贷信心。通过优惠政策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进驻，争取解决农村地区突出矛盾与问题。一是

可以实施政策倾斜，实行差别利率来达到引入金融机构并谋求发展的目的；二是限制农村信用社的

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提高资金回流机制的效率。同时也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限制金融机构

在农村地区的撤并，培养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使其在发展中更多地起到扶持弱势产业的作用。 

2．融机构需完善信用体系的构建 

宣恩县当地居民普遍缺乏一定的信用记录以及抵押物，适度放宽该方面信用体系限制，有利于

提升金融服务以及减轻金融排斥。在对居民、农户或者农村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不应当拘泥于城

镇的评估程序上，而应该根据过往经验作出判断并设立更完备的体系。以企业为例，银行或者信用

社应当选出经营良好、资信优良以及资本金相对较充足的企业作为范例，以此调整信用评估体系。 

3．金融机构需立足于当地情况做好服务与创新 

当地的金融机构应当找准市场定位，立足于当地情况为当地居民和企业谋求发展。此外，宣恩

县当地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均有差异，金融机构需按照不同主体的要求，制定出适合各

类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内容。除开产品的创新外，金融机构更需要注重内控，抓好存贷每个环节

并确定责任归属，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责任编辑：余秀琴 谭璟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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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视点之一：聚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背景介绍：2013 年 10 月 2 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

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提高亚

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力巨大，增长带动

力强。截止 2015 年 4 月 1 日，已经通过多边审核程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有 31 个，预计

在 4 月加入的国家有 15 个；此外，还有 6 个国家或地区已表示申请，合计意向成员达 52 个国家或地区。近日英国、德

国、法国等国家纷纷提出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令亚投行“朋友圈”扩容，而美国对此采取强硬态度，亚投

行扩容将会对中美欧等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为何如此强硬的抵制？亚投行对我国的经济有何作用？ 

 

贝克（加拿大智库亚太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在当今名目繁多的多边机构中，亚投行是加拿大企业

进一步打开亚洲市场机会之门的“钥匙”，其成立标志着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凸显。过去 10 年，亚洲

的开发主要由日本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引导。2010 年至

2020 年间，亚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 7760 亿美元，而亚

洲开发银行每年仅能提供 130 亿美元新增贷款。中国发起

成立的亚投行有望填补上述资金缺口，为亚洲基础设施建

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在成立

亚投行并向其提供启动资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表明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在多边机构决策过程中占据

突出地位。全球治理即将迎来一个中国担当决定性角色的

新时代。具有前瞻意识的国家都在考虑是否应在这一新时

代发挥积极作用。（加拿大《环球邮报》  2015 年 1 月 6

日） 

邢予青(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前亚洲

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与培训部部长) 

最近，英、法、德、意等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将亚

投行的筹建推向高潮，该行逐渐演变为一个在中国领导

下、由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

行的诞 生毫无疑问将打破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以 IMF 和

世界银行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人民网 2015 年

3 月 30 日） 

包默凯（伦敦金融城政策和资源委员会主席） 

英国能够充当的最大角色，就是可为亚投行提供强有

力的专家队伍。英国的银行拥有大量专门为基础设施、绿

色能源等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的专家。我相 信很多金融企

业和机构也很乐意参与亚投行的资本建设。但现在还是在

初期。相信在"尘埃落定"之后，会有一些更实际的介入行

动。 

程永华（中国驻日本大使） 

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现有融资机构远远

不能满足建设融资需求。多一些投融资平台，多一些引资

与贷款合作的选择，对亚洲各国是件好事。中国倡议成 立

亚投行可以说是正当其时。亚投行将按国际惯例办事，充

分借鉴现有多边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设

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 建立有

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亚投行与

其他多边开发机构、金融企业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

互替代，是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完 善，而不是挑

战。中方作为亚投行发起方和世行、亚行重要股东国，在

亚投行筹建及未来运作过程中，将积极推动亚投行与世

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中国日报网》  

2015 年 5 月 8 日） 

史蒂文·达纳韦(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前 IMF 亚太局副局

长)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  在可承受

的条件下能获得资金的来源则是有限的。一个如亚投行这

样能够提供大量额外资源的新机构的成立，无疑将受到欢

迎。亚投行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支持，并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965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61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25033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25033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75460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309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2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52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06519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259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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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感到奇怪。（人民网 2015 年 3 月 30 日） 

霍斯特·勒歇尔（德国法兰克福金融学院经济学教授） 

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欧洲国家希望能增加

在亚洲的影响力，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红利。对于欧洲来说，

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欧洲有必要、也有可能与中国进

行平等合作。（《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 年 03 月 20 日）  

福尔基埃利（意大利曼达林私募基金合伙人） 

亚投行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他说：“中国现在有

能力同时为其他国家制造机器、财富和人才，现在也打算

在亚洲施展自身能力。”他认为，现在是以合作取代对抗

的时代，欧中之间的合作将改变世界格局。（新华网  2015

年 3 月 19 日）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当前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资本中心，但拥

有庞大人口的亚洲面临着经济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等问题。现有世行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投向亚洲域

内的资金非常有限，并不能帮助该地区冲破发展瓶颈。而

旨在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正是对现有机制很

好的补充。用我们的钱，造我们的车，一起前行。亚投行

的推出更是一种创新。亚投行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

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讨论决策，这将规避一些多边机构出

现的因官僚制度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大大提高行政效

率的同时，又能节省大量资源。亚投行的管理层也是面向

全球招聘，并将以严谨透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运

行。此外，为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亚

投行除使用政府资金外，还将采用 PPP 模式，引入亚洲庞

大的私人、民营资本，充分利用私营资本来撬动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 的发展。（《中国证券报》  2015 年 1 月 10 日）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亚投行是以商业原则运作的政策银行，所以首先是保

证不赔本，但另一方面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一样，出资方是各国的财政部，也就是各国纳税人的钱，

利润很低，也不寻求利润，毕竟是要帮助亚洲的欠发达地

区发展的。（《中国经济周刊》 2015 年 5 月 5 日） 

邱林（财经评论员） 

亚投行对中国有很多好处。1．加速资本输出，众所

周知，中国有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既

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的象征、中国经济安全的保重要证，

但是，一旦外汇储备的保值能力达不到汇率变动和贬值的

水平，外汇储备的损失就不可避免。而亚投行的建立，毫

无疑问将对中国推行资本输出战略发挥十分重要而积极

的作用。2．化解产能过剩，长期以来，中国由于一直强

调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忽视了发展的效率与质量，因此，

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特别是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拦路

虎”。通过亚投行的成立，将中国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

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将起到“双赢”的作用。3．保护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

面屡屡遭受利益损失，如叙利亚、利比里亚等。其中，相

当一部分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干预，外部力量针对中国企业

的投资。而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国企业也只能吃“哑

巴亏”，没有办法予以化解。成立亚投行，把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投资紧紧结合在一

起，无疑是化解投资风险、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的重要手段。

（凤凰财经网 2015 年 3 月 20） 

沈建光（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亚投行的而成立是中国新金融外交战略的胜利，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就亚投行本身的作用来讲，其

实完全是个互惠两赢的“你情我愿”结果第二，就亚投行

成立的外溢性而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

的范畴，有望对现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响。第三，亚投

行有望突破以往束缚，为发展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以选择

的新范式，也是值得称赞的。其实，结合我早前在 IMF 的

工作经历，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

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  第四，亚投行不仅受到区域国

家的欢迎，更引发美国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

元霸权的反感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热烈期待，不能不称之

为中国金融外交上的胜利。 第五，从这个角度而言，中

国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要机遇，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是稳定预期，避免危机出现。（和讯网 2015 年 3 月 21 日） 

责任编辑：明月 吴妍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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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之二：关注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 

背景介绍：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事务，全面放开银行卡清算市场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件大事。2014

年 10 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开银行卡清算市场，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均可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银

行卡清算机构。2015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对全面开放银行卡

清算市场做出了制度安排，在银行卡清算业务领域形成具体明确的准入规则和管理制度。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企

业法人可依程序申请成为专门从事银行卡清算业务的机构，境外机构也可通过申请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参与我国人

民币的银行卡清算市场。银行卡清算市场向外资开放以后，单一带有 VISA、万事达等银行卡组织标识的银行卡在境

内 POS 机上无法受理的局面将成为历史。VISA、万事达、美国运通、JCB 等，都可能通过其会员银行在中国境内发

行人民币信用卡。除了消费者已经使用多年的银联卡，以后将有更多品牌的银行卡可供选择。在此，我们摘录了一

些专家观点，从更深层次来关注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 

时文朝（银联党委书记、总裁） 

银联就此将要“裸泳”了。银联将与其他银行卡清

算机构在同样的监管条件下，依法合规开展平等的市场

竞争。中国银联支持并坚决执行国家进一步开放和规范

银行卡清算市场准入的决定。作为市场化的商业主体，

中国银联将与其他银行卡清算机构在同样的监管条件

下，依法合规开展平等的市场竞争。同时，中国银联将

继续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结合“一带一路”、

“互联网＋”联网等国家战略给中国银行卡产业带来的

新机遇，积极开展境内外合作，为全球成员机构、联网

商户、持卡人提供安全、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综合支

付服务，努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式综合支付服

务平台。（新京报 2015 年 4 月 23 日） 

樊爽文（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  

这标志着银行卡市场开放进入新阶段，事实上银行

卡市场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下一步如果实现了银行卡

业务定价的市场化，将标志着银行卡产业市场化全面完

成，意味着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迈上了一个从政府主导

向市场主导的新台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封闭

型的银行卡清算模式在向开放型转变。主要原因是，开

放型模式下，银行卡清算机构和发卡行、收单机构之间

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和规模经济。

未来在中国境内成立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形式，可能会有

多种。一种是完全的内资机构 ;二是中外合资机构 ;三是

外商独资机构。从业务背景看，可能会有目前已经有较

好业务发展基础的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如中国银联)，

也会有境外银行卡清算机构(如维萨、万事达)，同时也

会有不具相关业务背景的新机构。在这种情形下，未来

银行卡清算市场可能会表现出四种特征：一是机构数量

增加，但不可能太多。二是银行卡清算市场竞争激烈。

三是不同清算机构的业务重点选择会明显不同。四是银

行卡产业完全市场化。（新华网 2015 年 5 月 25 日） 

杨涛（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支付清算研究中心

主任） 

清算放开为第三方支付开正门，作为第三方支付企

业，想加入清算组织，有了开正门的途径。同时注册资

本 10 亿门槛是必要的。银行卡的清算组织从全球来说都

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基础设施需要有一定

的综合实力才能适度的控制风险，才能满足在清算过程

中清算的需要。所以，有一定层次的准入和门槛是为了

实现市场开放竞争效率及金融风险可控之间的平衡。 从

市场份额来说，银联的垄断地位，短期内肯定是有一定

影响的，但是银联从 2014 年以来开始着手二次创业和转

型，从整个国内零售支付、清算市场及银行卡产业来说，

份额是越来越大的。在整体蛋糕越做越大的情况下，适

度竞争不是一件坏事，对于银联转型也是一件好事。而

对于外资机构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多年的竞争经验，

和境内的清算组织形成互补。而作为第三方支付企业，

想要加入新的清算组织，尤其是以前已经从事跨行清算

功能的，有了开正门的途径。原来无有效规范下做的一

些事情，现在走到阳光下。（新京报 2015 年 4 月 23 日） 

蔡洪波（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秘书长） 

不同竞争者的参与，提供不同的银行卡清算品牌和

服务，为产业各方开辟更多的合作机会，给予消费者更

多的选择空间，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和规范运行。“尽管

支持全面开放，但是准入门槛并不低。但鉴于金融信息

http://gov.hexun.com/pb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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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银行间清算秩序、支付体系的稳定运行等方面考

虑，监管层必须确保具备专业资质、稳健经营能力的企

业进入市场。（国际商报 2015 年 4 月 28 日）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按照 WTO 裁定，明年 8 月份开放人民币转接市场，

而 VISA、万事达占据了全球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掌

握着全球银行卡的相关业务、技术标准和清算系统的主

导权，一旦进入中国，单靠银联这种国有的垄断体制，

估计不能与之相抗衡。所以市场需要有更多的竞争主体

参与进来。各个清算机构会有不同的业务重点选择，比

如中国银联会继续坚持它的国内国外并重，借记卡、贷

记卡并重，但是像万事达会选择国际跨境业务、信用卡

业务作为它的重点，国内一些新的银行卡清算机构可能

会以国内业务、借记卡业务或信用卡业务为业务重点，

这种市场细分会比较明显。（新浪网 2015 年 4 月 27 日） 

林采宜（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清算市场放开，会促进银联改变其内部经营管理的

机制，促使银联的各种经营管理更加市场化。同时，银

联的地位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背后

是庞大的体系，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安全、创新

的技术手段，甚至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撑，所以银

联的地位虽然会逐渐被撼动，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浪财经 2015 年 4 月 28 日） 

穆海洁（汇付天下高级副总裁） 

《决定》将促进中国支付清算市场更加开放、合作，

是中国支付清算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国银行

卡产业将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

规模的增长和多样化、创新性发展对银行卡清算服务的

水平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有

利于为产业各方提供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有利于通

过市场竞争来提升服务水平，构建有效竞争、合理稳健

的产业结构。（上海证券报 2015 年 4 月 23 日） 

高玉伟（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战略发展部研究员） 

不好预判行业巨头何时形成，但率先入场的机构成

为行业巨头的概率会大些。一是境外发卡机构 VISA、

万事达等，它们一直想进入中国，同时具有丰富的经验。

二是那些客户量大、网络服务覆盖广的国有大型银行，

资金实力雄厚，客户基础好。三是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

机构，在网上消费汇中，业务量大，网络收单量大。此

外，不排除中外合资机构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很可能

中资控股比例高于外资。（京华时报 2015 年 4 月 23 日） 

余丰慧（著名财经金融评论家） 

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后，在支付系统，以支付宝为

主力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早已对传统银行支付结算市场

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使得银行等支付结算市场份额开始

出现下降，这块蛋糕今后仍可能快速流失。一旦支付宝

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涉足银行卡清算系统，对银联等

带来的影响恐怕足以伤筋动骨。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系

统是以客户的良好体验为设计初衷和目的的，而传统银

行支付结算系统是以自身系统安全为出发点的。良好的

客户体验和高效的结算方式，使得线下支付结算业务随

着向线上转移的大背景，而快速投入到支付宝的怀抱。

这已经从基础上动摇了线下支付结算以及清算市场。从

这一点出发，未来中国银联的出路或许在于能否迅速涉

足线上支付，包括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扫描支付等业务。

对于银联来说，最佳选择应该是放下身段，与支付宝以

及包括万事达、VISA 等在内的外资机构全力合作，资

源共享，达到互利共赢之目的。(中国证券报 2015 年 4

月 24 日） 

林耘（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VISA 等国际卡组织巨头终于迎来了中国清算市场

的开放。这意味着中国清算市场一家独大 12 年的局面被

打破，中国银联将告别垄断时代。这也是给了第三方支

付一个试水机会。但由于银行卡清算事关国家战略，也

事关老百姓的资金安全，所以一开始并不适合完全放开，

而我们也需要本土有一家强有力的结算组织，这样才会

提升本土金融安全性。现在银联的竞争力非常强，在国

内是绝对的老大；不过，借助互联网技术成长起来的腾

讯、阿里等民营企业也很有实力；如果牌照再放开一点，

相信原来的一些金融机构也会积极争抢这样一个机会，

各方面都将虎视眈眈。未来还会面临国际竞争，所以现

在并不是把门槛降低了，而是把大门打开了。（中国经

济网 2015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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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聚焦四大方向（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从农业部网站获悉，《关于进一

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

水平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进行系统部署。 

根据《意见》，此次结构优化调整将聚焦四大方向：

一是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创新，拓展农业发展的广度深度；

二是更加突出种养结合、循环发展，调整优化种养结构、

大力发展草牧业；三是更加突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

业产业化，拓展农业多功能；四是更加突出可持续发展，

建立与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产业结构。 

 环保税立法引领改革：市场机制分配环境资源   

（2015 年 3 月 7 日）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7 日在“全面加强环境保护”为主

题的记者会上提及“环保税立法”时称，不少清洁生产技

术、治理手段的红利没有释放出来，是由于环保政策没

有跟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实现深度融合。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环保行业在面临投资资金、监管力度双重不足，严

峻的环境形势下，迫切需要运用税收调节发展和保护的

关系，透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 

 存款保险制度终落地（2015 年 3 月 31 日） 

22 年磨一剑，2015 年 3 月 31 日，中国政府网以国

务院令的形式正式公布了《存款保险条例》（下称《条

例》），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各家银行向保险机构

统一缴纳保险费，一旦银行出现危机，保险机构将对存

款人提供最高 50 万元的赔付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

利于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维护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心，进一步理

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促进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重庆探索微商监管模式  涉及经营主体身份确认等

（2015 年 3 月 25 日） 

2015 年起，重庆工商局针对网购给消费者带来的维

权难的新变化，采取包括确认经营主体等举措探索相关

消费维权模式。2014 年，重庆涉及到网购的投诉和五年

前相比增长了 10 倍。由于网购处于虚拟空间，很多经营

主体难以确认，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多障碍。未来，重

庆将采取比如发放电子标识等确认微商主体身份、对商

品质量进行抽检、引入信用机制等措施探索新型的网购

消费维权模式。 

 中国 4月份 CPI 涨幅反弹至 1.5% 创 2015 年来新

高（2015 年 4 月 9 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 9日发布数据显示，2015 年 4月份，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涨 1.5%，较上月

回升 0.1 个百分点，创 2015 年以来新高。但值得注意的

是，过去八个月间，中国 CPI 月度涨幅始终处于“2”以下

区间。受鲜活食品价格下降影响，更能体现价格近期变

动情况的 CPI 环比数据 4 月份下降了 0.2%，可见食品价

格依然是推动物价同比上涨的主要因素。4 月份，中国

食品价格上涨 2.7%，非食品价格上涨 0.9%。其中，鲜

菜价格上涨 7.2%、粮食价格上涨 2.7%。尤为引人注意

的是，当月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5.0%，其中的猪肉价

格上涨 8.3%。 

 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2015 年 4 月

18 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起下调各

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在

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结构调整的能力，

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

持力度，自 4 月 20 日起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

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并统一

下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至农信社水平；对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

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6/6b635f0f/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5/5b586b3e4fdd966952365ea6/1.html
http://biz.finance.sina.com.cn/forex/quote.php?code=USDCNY&img_typ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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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比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执行较同类机

构法定水平低 0.5 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中泰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2015 年 4 月

22 日）  

中泰两国在广州签署“克拉运河”合作备忘录，让这

项延宕 10 年的世纪大工程向正式开工跨出一大步。初步

预估，该项目需耗时 10 年、投资总额 280 亿美元，一旦

开通，大陆的“马六甲困局”也将迎刃而解。在中泰签署

合作备忘录后，这条全长 102 公里的双向航道运河将可

正式开建，初估需投入 10 年时间和 280 亿美元，若动用

核能技术等非常规施工方法，则可望 7 年完工，但是投

资总额将暴增至 360 亿美元。 

 发改委“放行”2500 亿交通项目（2015 年 5 月 2

日）  

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六条铁路轨道交通项目，其中包

括两条高速铁路、两条普通铁路，以及成都、南宁两市

的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这些项目的投资额合计超过

2500 亿元。同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铁总)发布

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显示，今年前 4 月，我国铁路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1321 亿元，同比增长 22%。“往年铁路

建设的高潮一般都是在下半年，今年铁路建设开年就呈

现井喷状况，说明加快铁路建设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并且各界支持力度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认为，

今年铁路投资有望超过去年的 8000 亿元投资，再创新

高。 

 亚投行今年年底将成立  及早投入运营（2015 年 5

月 15 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亚洲合作对话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论坛暨亚洲工商大会上表示，目前在各方共

同能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效初显，表现在中方制定

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

建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项目在稳步推进。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日前

(15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亚投行正在筹

建过程中，57 个创始成员国正在研究磋商制定 AOA，

也就是亚投行的章程，按照亚投行大家共同确定的日程，

6 月底之前完成 AOA 的签署，然后各自走国内的法律审

批程序，到今年年底使亚投行能够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

运营。 

 商务部正式发布“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2015

年 5 月 15 日） 

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互联网+”行动计划，商务部研究制定了《“互联网+流通”

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流通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流

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流通效率，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培育新产业，释放消费潜力。行动计划提出了 6

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打造工业

品和生活用品下乡及农产品进城的便利渠道，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培育农村电商环境；二是鼓励电子商务

进社区，创新和拓展服务型网络消费范围；三是支持电

子商务进中小城市，提升网络消费便利性；四是推广线

上线下互动，激发消费潜力；五是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

展，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六是加快电子商务海外营

销渠道建设，推动电商企业“走出去”。 

 黄金创 4个月来最大周涨幅，国内金价回到 2月份

价位（2015 年 5 月 18 日） 

在机构普遍看淡后市的情况下，黄金的表现堪称“顽

强”。由于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使投资者对美

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延后，国际金价 5 月 15 日当周再度暴

涨，重返 1200 美元上方，创下了 1 月中旬以来的单周最

大涨幅。 

到 15 日收盘，纽约市场金价定格于每盎司 1225.3

美元，创下 3 个月来的新高，至此金价一周内已累计大

涨 36 美元，是 1 月 16 日以来的单周最大涨幅，受到带

动，国内市场上海期金也逼近每克 250 元，基本回到 2

月中旬的价位水平。 

 十大基金公司出现罕见大洗牌（2015年 5月 20日） 

2015 年以来新基金高密度发行，今年以来成立的新

基金总规模逼近 6500 亿元，创历史新高。在华夏基金、

嘉实基金和汇添富基金等巨头公司暂停新基金发行的情

况下，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和工银瑞信等竞争对手猛

推新基金，管理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历来较为稳定的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2/8d22653f90e8526f90e8957f/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4/9/4e9a6295884c/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c/53ca65e9/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c/53ca65e9/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9/629551658fd08425/1.html
http://touzi.haiwa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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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基金公司很可能在今年二季度重新洗牌。中小型

基金中前海开源基金则继续扮演黑马角色，凭借前海开

源中航军工分级基金规模暴增。可以预见，在今年中期，

基金公司规模排名变化将十分剧烈。 

 部分地区试点农业“三项补贴”改革（2015年 5月

22 日）  

财政部、农业部日前发布了《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

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显示，2015 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

四川和浙江等 5 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意见》明确，将在全国范围内调

整 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

营。根据当前化肥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情

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从中央财政

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 20%的资金，加上种粮

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

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即将全面告别营业税，金融地产税率确定

(2015 年 5 月 24 日） 

历时近 4 年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即将在今年 6 月

收官，最后三个行业——房地产、金融保险、生活服务

业，将被纳入营改增版图。5 月 18 日，国务院批转了发

展改革委《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

见》，《意见》提到：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将营改增范

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

域。今年年初，财税部门相继同不动产、金融业等相关

行业召开座谈会，研究营改增方案。经济观察报了解到，

金融业营改增后的税率确定为 6%，最早公布的时间为 6

月初。相关人士表示，“营改增的目的是通过抵扣，实现

改变重复征税的目的，营改增现在已经变成减税的一种

方式，营改增只是增值税改革的一步。” 

 发改委发布 1043 个 PPP 项目  总投资 1.97 万亿

（2015 年 5 月 25 日） 

近日，发展改革委在委门户网站开辟 PPP 项目库专

栏，公开发布 PPP 推介项目，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

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

及运营。4 月 18 日，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发展改革部门尽快搭建信息平台，及时做好 PPP 项目的

推介工作。发展改革委以各地已公布的项目为基础，经

认真审核后建立了 PPP 项目库，集中向社会公开推介。

本次发布的 PPP 项目共计 1043 个，总投资 1.97 万亿元， 

项目范围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

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所有项目都已明确项目

所在地、所属行业、建设内容及规模、政府参与方式、

拟采用的 PPP 模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社会资

本可积极联系参与。 

国外要闻 

亚太 

 韩国与越南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带动两国贸易往来

（2015 年 5 月 5 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和越南工贸部部长

武辉煌 5 日在越南河内正式签署了韩国-越南自由贸易

协定(FTA)，由此越南成为第 15 个与韩国正式签署 FTA

的国家。韩国政府将力促国会尽快完成批准程序，韩越

FTA 有望在年内正式生效。 

以韩越签署 FTA 为契机，韩国中小企业对越出口规

模有望扩大。配合越南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从事服

务、基建、城市规划等的韩国企业将更加顺利地进军越

南市场. 

 联 合 国报 告 称国 际油 价 走低 拖累 亚 洲经 济               

（2015 年 5 月 14 日）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发布了其最新的区域宏观经济展望报告《2015 年亚太地

区经济和社会调查》，预测 2015 年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将略有上升，从 2014 年的 5.8%增至 5.9%，增长速度

仍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报告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 7%。印

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4 年 7.4%增至 8.1%；印尼的经

济增长速度也将从 2014 年的 5%增至 5.6%；印度和印尼

的经济提速有可能部分抵消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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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两个国家，这种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进行坚实和

持续的国内改革。 

报告称，亚太区域经济的增速放缓主要是受到国际

油价走低的影响，如不采取积极的政策改革，增长下行

的风险将继续加大。 

 

 韩国 4 月份进出口额双双下滑 贸易顺差规模扩大

（2015 年 5 月 18 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日前发布的 4 月份韩国贸易情

况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全球范围贸易增长缓慢、油价

和出口单价下跌的影响，韩国 4 月份进出口额连续第四

个月出现下滑。 

 韩国 4 月份出口额为 462.18 亿美元，同比减少

8.1%；进口额为 377.3 亿美元，同比减少 17.8%。由于

进口额的同比降幅高出出口额降幅 1倍以上，贸易顺差

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 84.88 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下

单月最高纪录。 

 中日时隔三年重启金融对话 或讨论亚投行（2015

年 5 月 21 日） 

日本官员表示，中日两国财政官员将于 6 月 6 日在

北京举行会谈，磋商促进两国合作，并可能就中国牵头

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交换

看法。 

这将是自 2012 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双

方的首次金融对话。“我们会对宏观经济交流看法，并确

认我们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该消息人士称。“亚

投行可能也在议事日程之上，我们在做相应安排，以备

谈论这个问题。” 

自 2006 年首次举行会谈以来，中日双方已经举行四

次金融会谈，会谈旨在加深金融合作。 

 路透：印度或成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2015 年 5

月 22 日）  

参加亚投行(AIIB)创始成员国会议的代表们周五

称，中国将可能持有亚投行 25-30%的股份，印度或成为

第二大股东。 

总的来说，亚洲国家将共计持有亚投行 72-75%的股

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将持有余下股份。 

这次为期三天的亚投行会议宗旨是为了最后确定协

议条款的草案，协议将决定成员国的持股比例和亚投行

的初始资本。另外还有一位代表说，协商已经结束，现

在各国代表将把提议递交给他们的政府，以做出最后决

定。已有 57 个国家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美

国和日本没有加入，称有透明度及治理方面的疑虑--不

过日本对于是否加入仍持开放态度。 

 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小幅上调经济评估

（2015 年 5 月 22 日） 

日本央行维持其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不变，并小幅

上调对经济状况的评估，未受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数据影响。该数据表明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喜忧

参半。日本央行还上调了对民间消费和房屋投资的评估，

突显出该央行坚信经济已摆脱去年上调消费税带来的冲 

击。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随后将召开记者会，他可能

会在会上强调，日本正处在实现央行通胀目标的轨道上，

从而暗示央行近期不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美洲 

 美联储关注美元走势 金银需要确认支撑（2015 年

3 月 27日） 

美联储越来越关注美元走势，在美国逐渐接近加息

之际，注意美元走强对经济有何影响。芝加哥联储主席

27 日分析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恐怕坚持不到美联储的六

月加息，美联储可能将近十年来的首次加息至少延迟至

今秋。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享有投票权的 Evans

警告称，在核心通胀持续低于 2%的环境下，过早加息

的风险相当大。 

 美国头号债主宝座由日本夺得（2015 年 4月 24日） 

此前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债最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

债主，但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的美债持有量持续下降，

反而使得日本成为了美国的最大债主。同时，中国的外

汇储备也自 2014 年中期以来开始下降，从去年 6 月底

3.99 万亿美元的峰值跌至今年 3 月底的 3.73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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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去年 7 月，持续走高的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出

现拐点，没有高歌猛进站上 4 万亿美元高点，而是呈现

下降的趋势。 

 美国 3 月耐用品订单激增 4%，然而制造业继续削

减投资（2015 年 4 月 24 日） 

美国商务部周五(4 月 2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3 月耐用品订单意外激增，因飞机及汽车需求上升；但

分项数据暗示企业持续削减投资。具体数据显示，美国

3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超预期跳升 4%，反映出汽车、军用

和民用飞机需求大增，然而周五的数据同时反映了企业

面临巨大阻碍，致使企业在开支上显得小心谨慎。比如，

疲软的油价导致能源公司从去年年末开始就已经开始裁

员并削减投资规模。与此同时，美元升值也已经使得美

国产品变得更加昂贵，从而有损该国出口额。 

 美国实际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美联储理应加息

（2015 年 4月 28日） 

凯 宏 投 资 (Capital Economics) 经 济 学 家 Paul 

Ashworth 日前表示，虽然美联储已提升利率，但按照估

计值来看目前美国的均衡利率仍为 1%。并质疑美联储

主席耶伦关于美联储能将利率下降至零的论断。分析认

为，FOMC（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错误地预期了

失业率和通胀率，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的失业预期下

跌速度将更快，而通胀预期将迅速反弹。Paul Ashworth

对美国利率保持激进观点，预计 2016 年年底美国联邦基

金利率将逾 2.6%。 

欧洲 

 惠誉国际下调乌克兰主权信用评级至垃圾级 CC（2015

年 2 月 14日） 

惠誉国际在 14 日宣布，将乌克兰的主权信用评级由

之前已经是垃圾级的 CCC 再降低一级至 CC，称正受到

战乱打击的乌克兰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惠誉国际 14

号的声明指出，在周四公布的新一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援助应该不足以满足乌克兰的融资需求。乌克兰只能寄

望于私营部门的债务重组。 

 瑞士银行将交 5.45 亿美元罚款并承认操纵外汇市

场（2015 年 5 月 20 日） 

瑞士银行集团(UBS)本周三称，已就操纵外汇市场

和美国当局达成和解并同意支付 5.45 亿美元罚款。全球

最大银行中的五家本周三也将被处以总计逾 50 亿美元

的罚款，并面临刑事指控，这是他们与英美当局就外汇

市场操纵问题达成和解的结果。瑞士银行披露的上述信

息也在和解协议之内。瑞士银行称，和解内容包括对指

其操纵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Libor)的指控认罪。 

 德国一季度 GDP 增长 0.3% 符合预期（2015 年 5

月 22 日） 

据德国统计局周五（5 月 22 日）数据显示，德国 2015

年第一季度经过季节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终值较

之前季度增长了 0.3%。国内需求为第一季 GDP 增幅贡

献 0.5 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却令其减少了 0.2 个百分点。

德国第一季度工作日调整后 GDP 年率终值增长 1%，预

期为增长 1%，前值为增长 1%。第一季度末几条 GDP

年率终值为增长 1.1%，预期为增长 1.0%，前值为增长

1.1%。 

 惠誉降低奥地利主权信用评级至降至 AA+（2015

年 4 月 6 日） 

近日，继标准普尔之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

将奥地利的主权信用评级由原来的 AAA 级降至 AA+。

惠誉认为，为了处理海珀银行破产清算事宜，奥地利主

权债务增加了 180 亿欧元，债务水平升高是降低奥地利

信用评级的主要原因。虽然奥地利的主权债务仍处在非

常低的水平，但惠誉此前的评估认为，奥地利 2013 年至

2014 年的债务水平应保持在 75%左右，至 2017 年则应

降至 70%。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奥地利近两年来的债务

状况出现了持续恶化的趋势。 

责任编辑：余秀琴 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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