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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村镇银行就是指为当地农户或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机构。区别于银行的分支机构，村

镇银行属一级法人机构。目前农村只有三种金融主体，一是信用社，二是只存不贷的邮政储

蓄，三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农村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垄断状态，没有竞争，服务水平

就无法提高，农民的贷款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改革的出路，就是引进新的金融机构。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市场专项调研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村镇银行相关概述、中国村镇银行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村镇银

行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村镇银行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村

镇银行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村镇银行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村镇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村镇银行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村镇银行产业基本概述 

第一节 村镇银行的概念与特征 

一、村镇银行概念 

二、村镇银行特征 

第二节 村镇银行开展的业务类型 

第三节 村镇银行与其他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关系 

一、村镇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二、村镇银行与农村信用社优势互补 

三、村镇银行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区别 

第四节 村镇银行面临的风险及其来源综述 

一、村镇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类型 

二、村镇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特征 

三、村镇银行产生的风险主要原因 

第二章 村镇银行设立政策环境发生大变革 

第一节 村镇银行开业数量不足 

第二节 村镇银行政策环境变迁史 



一、初创阶段（2006-2007） 

二、过渡阶段（2008-2010） 

三、变革阶段（2010-2011） 

第三节 村镇银行受监管政策影响显著 

一、配套政策未到位 

二、政策规定不明晰 

三、政策扶持未体现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 

五、规划更迭影响大 

第四节 “规模化、批量化”发展起来的村镇银行风险怎么管理？ 

一、行长负责制 

二、“总分行”模式 

第五节 未来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外部保障发展趋势 

一、国家给予积极的扶持政策 

二、逐步缔造健全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 

三、保险公司为村镇银行信贷保驾护航 

第三章 村镇银行风险管理国外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国外乡村银行经营管理模式 

一、福利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 

二、制度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模式 

第二节 国外乡村银行经营管理模式总结 

一、对象自动瞄准机制 

二、小组担保动力机制 

三、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第三节 对村镇银行运营模式的思索 

一、小额无担保信用贷款模式 

二、联保贷款模式 

三、担保基金贷款模式 

第四节 对村镇银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一、注重银行自身信用建设 

二、加强项目技术帮扶 

三、贷前审查、贷中管理并举 



四、注重信贷风险文化的建设 

第四章 中国村镇银行营运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0-2011年国外村镇银行发展综述 

一、国外村镇银行的全球化趋势 

二、国外典型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三、国外村镇银行的发展模式剖析 

四、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综况及对中国村镇银行的借鉴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发展概述 

一、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村镇银行呈快速健康发展态势 

三、中国村镇银行发展的主要特征 

四、地市试点引领村镇银行建设步入快车道 

五、村镇银行市场各类主体的发展态势 

六、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与农村金融建设的相关分析 

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现况 

二、村镇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其他主体的冲击分析 

三、村镇银行对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四、从农村金融需求角度出发探索村镇银行发展思路 

第四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的信息化发展分析 

一、村镇银行信息化发展的必要性 

二、村镇银行信息化发展的特点 

三、村镇银行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四、SaaS服务对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的助益分析 

五、村镇银行对SaaS模式的实践应用状况 

第五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存在的五大弊病 

二、中国村镇银行面临的突出难题透析 

三、国内村镇银行自身机制优势难以发挥 

四、村镇银行持续健康发展需注意的三大问题 

第六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加快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的对策措施 



二、促进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 

三、我国村镇银行快速发展的内部建议 

四、我国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五章 中国村镇银行的区域发展分析 

第一节 北方地区 

一、辽宁丹东村镇银行发展势头强劲 

二、吉林省村镇银行发展现状简析 

三、河北组建村镇银行的可行性及对策建议 

四、山西省村镇银行生存现状透析 

五、陕西省降低门槛鼓励投资村镇银行 

六、宁夏村镇银行运营现状及建设规划 

第二节 华东地区 

一、山东境内外资村镇银行发展滞后 

二、山东设立区域性村镇银行的可行性及对策 

三、浙江省村镇银行发展现况 

四、温州村镇银行经营效益显著凸显试点成效 

五、江西上饶市村镇银行建设现状 

第三节 华中地区 

一、湖南省村镇银行发展概况 

二、湖北省村镇银行发展综况 

三、湖北省村镇银行发展的现实效益分析 

四、2010-2011年我国首个中外合资村镇银行落子湖北 

五、河南首个农商行发起的村镇银行建成开业 

六、2010-2011年河南村镇银行发展加速再添新军 

第四节 华南地区 

一、广东设立村镇银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广东省村镇银行发展进程迟缓 

三、2010-2011年广东省加快村镇银行建设步伐 

四、村镇银行填补海南省农村金融缺口 

第五节 西南地区 

一、2010-2011年四川省村镇银行加速扩军 

二、重庆村镇银行建设步入快速化轨道 



三、云南省村镇银行发展存在诸多阻碍 

四、贵州省村镇银行发展现状 

五、贵州省村镇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六章 中国村镇银行的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村镇银行的竞争力评析 

一、外部威胁 

二、外部机会 

三、内部劣势 

四、内部优势 

第二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市场的竞争概况分析 

一、村镇银行市场的三股势力分析 

二、村镇银行市场内部竞争形势 

三、村镇银行渐成资本追逐焦点 

第三节 2010-2011年中国村镇银行的竞争战略分析 

第七章 中国村镇银行的设立分析 

第一节 村镇银行的设立与组建 

一、设立条件 

二、股权设置和股东资格 

三、筹建与开业 

四、治理结构 

五、经营范畴与业务形式 

第二节 村镇银行项目的运作策略 

一、筹办村镇银行需防范四类问题 

二、筹建村镇银行过程中应吸取的经验 

三、大型银行开设村镇银行的战略措施 

第三节 城市商业银行筹建村镇银行的可行性探究 

一、城市商业银行筹办村镇银行的战略意图 

二、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村镇银行占据两大优势 

三、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村镇银行的策略思考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发起筹办村镇银行的可行性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基本状况 

二、农信社带头筹办村镇银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三、农村信用社带头筹建村镇银行的利与弊 

四、农村信用社带头筹建村镇银行的模式设计 

第八章 中国村镇银行的经营管理分析 

第一节 村镇银行管理模式的综合分析 

一、四种基本管理模式介绍 

二、各种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三、选择管理模式应注意的要点 

四、对村镇银行管理总部设置的全面解决方案 

第二节 村镇银行法人治理现状及优化方案思考 

一、现行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点 

二、现行法人治理结构的缺点 

三、优化村镇银行法人治理形态的路径选择 

四、村镇银行股权设计的原则及策略探讨 

第三节 村镇银行的市场模式与定位方略 

一、村镇银行形成多种模式并行格局 

二、政府参股村镇银行引发新潮流 

三、GB与我国村镇银行运营模式的比较分析 

四、村镇银行经营模式的创新策略 

五、目标市场的定位策略分析 

第四节 村镇银行运营制度的全方位分析

一、制度创新 

二、制度约束 

三、制度演进 

第五节 村镇银行经营风险的防控分析 

一、流动性风险 

二、信用风险 

三、操作风险 

四、行业、政策风险 

第九章 中国重点村镇银行机构分析 

第一节 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 

一、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 

二、湖北咸丰村镇银行 



三、北京延庆村镇银行 

四、广东中山小榄村镇银行 

五、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 

第二节 由国有大中型银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 

一、国开村镇银行 

二、农银村镇银行 

三、建信村镇银行 

四、工银村镇银行 

五、民生村镇银行 

第三节 由外资银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 

一、汇丰村镇银行 

二、渣打村镇银行 

三、东亚村镇银行 

第十章 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的投资潜力及发展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的投资形势分析 

一、农村金融市场具有广阔投资机会 

二、村镇银行显现良好投资价值受民资青睐 

三、社会资本投资村镇银行门槛降低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的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村镇银行将呈爆发式增长 

二、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前景广阔 

三、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 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环境风险与防范分析 

第一节 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环境风险 

一、农村金融供给多元化 

二、农户借贷情况深入分析 

三、农村中小企业的借贷状况 

第二节 农村金融是整体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建立浮动利率的贷款风险定价机制 

二、建立简单高效的农村信用评估方法 

三、利用现代科技提升风险技术的水平 

第三节 农村金融市场区域类型风险 



一、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二、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分析 

第四节 农村金融市场区域类型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发达地区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路径 

二、欠发达地区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路径 

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村镇银行经营问题及防范分析 

第一节 村镇银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管理独立性 

二、农信社简单转型 

三、存贷比高位运行 

四、村镇银行并没有真正深入农村金融市场 

五、控股模式单一导致各方利益主体动力不足 

六、经营方式创新化与经营观念陈旧化的矛盾 

第二节 全面加强村镇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建设 

一、充分发挥基层信贷员作用 

二、建立健全信贷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 

三、探索灵活多样的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四、强制存款、分期还款和禁关联贷款 

五、构建村镇银行信贷风险优秀文化 

第三节 健全完善村镇银行内控机制 

一、完善和落实信贷风险内控制度 

二、强化员工管理，规范操作行为 

三、强化内部审计在信贷风险控制中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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