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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题 

本论文研究主题为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涉

农类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启示，主要是从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与涉农类 P2P网络

借贷平台业务发展之间的本质关联和涉农类 P2P 未来发展方向及路径选择两个方面给出对

比研究分析的启示和建议。 

    上述研究主题是基于顶层设计于政策层面给予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的大力支

持和涉农类 P2P正在加紧布局农村金融市场以利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深入挖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具体来讲，一方面，国务院和央行等部门从宏观视角为农业

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国务院于 2015 年曾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据此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而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意见》要求，助推农

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央行也于年初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另一方面，国内

P2P行业在经历了一轮爆发性增长和问题平台清理之后，正在以更加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业

务结构和发展路径，行业细分势在必行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流方向，国内学者虽然对

P2P的相关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却鲜有对涉农 P2P 的研究，然而，伴随着 P2P 行业细分态

势的日益明晰，尤其是在顶层设计上已经给出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关注并研究分析其对涉农 P2P的发展路径的启示显得更为迫切。 

二．研究方法与架构 

   本论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定性方法上，主要通过参阅既有研究文献、

媒体报导和涉农P2P网站信息了解和掌握目前国内主要涉农类P2P行业的发展现状和主要问

题，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先进经验，结合相关理论对这些现状和问题加以分析，从理论上

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在定量方法上，主要是利用爬虫软件等数据抓取工具整理汇总翼龙贷

网站的借款人信息，通过描述性统计、变量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对样本

数据进行分析，以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并从中进一步捕捉农村“两

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与涉农类 P2P网络借贷平台发展路径的本质关系，获取前者对后者发

展的实践经验启示。 

 鉴于前述设定的论文主题范畴和研究方法，本论文将按照以下架构来行文：从农村“两

权”抵押贷款和涉农 P2P 发展现状切入，结合翼龙贷实证分析结果，探究农村“两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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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与涉农 P2P 的本质联系并从中获取前者对后者未来发展路径的启示。 

三．文献回顾 

（一）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研究 

目前已有的对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3 个方面：一是从市场需求的角

度对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吴燕尔指出，在农村双创背景下，农民对资金有

很大的需求，而农村信用社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农民贷款需求，因此农

村“两权”抵押贷款有很大的市场容量1；肖轶、魏朝富、尹珂等人则通过实证方法说明了

影响农户抵押贷款意愿的正负面影响因素2。二是分析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发展现

状及其原因，胡军泰、缪江良从该业务发展本身的局限性探究其推广的难点所在，发现难点

主要集中于现行法律局限性、相对不规范的流转程序、流转土地价值不易评估、抵押物流转

处置困难以及该信贷业务操作缺乏细节指引这五个方面3；宋忠宇、汪险生、郭忠兴从农村

土地产权细分的角度剖析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慢、推广难的深层原因，他们认为该

类贷款标的物产权能否有效细分是制约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关键因素45。这一观点从本

质上反映出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的密切关联。

三是在充分分析了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高勇根据国外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理论及实践，认为国内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

发展可借鉴美国和德国模式6；董洪福等建议通过引入合规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等机构来增

加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从而调整供需格局7。 

（二）关于涉农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研究 

    国内学者虽然对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相关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但关于涉农 P2P 网络

借贷平台的研究却很少，现有的关于 P2P 网络借贷平台布局农村金融市场的文献也主要涉及

3 个方面：一是对涉农 P2P 网络借贷平台行业发展环境的宏观研究。林宏山、张晶、陈迅等

基于互联网金融强劲的发展势头，通过参考和借鉴国际成功案例，在国际视角下分析涉农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环境并分别从普惠金融和城乡二元结构两种当下密切关联农村金

                                                             
1 参见吴燕尔：《解冻农村物权，缓解农民融资困局—宁波市区信用联社“两权一房”抵押贷款创新举措解析》，载《金融经济学研究》，2009

（14）。 
2 参见肖轶、魏朝富、尹珂：《农户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 22 个县（区）1141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载

《中国农村经济》，2012（9）。 
3 参见胡军泰、缪江良：《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启动难在哪——对万年县的情况调查》，载《武汉金融》，2010（11）。 

4 参见宋宗宇、何贞斌、陈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确定化及其制度构建》，载《农村经济》，2015（7）。 
5 参见汪险生、郭忠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两权分离及运行机理——基于对江苏新沂市与宁夏同心县的考察》，载《经济学家》，2014

（4）。 
6 参见高勇：《农村“两权”抵押融资问题研究——基于我国部分省市的试点经验及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2015（6）。 
7 参见董洪福等：《“两权一房”抵押融资调查》，载《中国金融》，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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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展的外部环境给出了政策建议89。二是分析涉农 P2P 网络借贷平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莫易娴从多个维度呈现国内 P2P 平台的发展现状，并对宜信公司推出的公益性“宜农贷”和

区域性助农平台开鑫贷着力分析，提出风险管控能力是这些平台得以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10。三是结合实际情况给出涉农 P2P 的发展路径。江维国、李立清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涉

农 P2P 的内在契合性出发给出了相应对策，指出 P2P 可以结合其固有的互联网金融低门槛、

低交易成本、风险高可控性、资金高配置效率等优势满足传统金融机构所不能满足的农民临

时性、应急性资金需求11。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一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在农村“两权”抵押贷款的研究方面虽然

著作颇丰，但视角多局限于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抵押贷款推行不易两个切入点探究农村“两权”

抵押贷款该何去何从，并没有从其他视角去探讨其发展瓶颈能否在其他业务领域寻求突破

点；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专业的涉农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其他大而全的

P2P 平台，这与国内 P2P 行业发展的细分态势是不相符的，加之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的不断推进，涉农 P2P 应当更多地出现在研究者视野范围内，并从该农村试点业务的发展现

状中寻求其自身路径的最优选择。 

 

四．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将通过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与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关联和前者

对后者的启示两部分呈现。 

（一）  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与涉农 P2P 业务的本质联系 

首先，二者共同面对着尚未充分开发却有着极大发展潜力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两权”

抵押贷款业务是破解农村地区融资难问题的一把利刃，如果该业务能够得到有效推广，届时，

涉农 p2p 的发展路径将有更多的业务选择，而不再局限于信用贷款业务。 

其次，农村土地制度制约着二者的发展。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

的制度设计是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得以顺利推广的根本制约因素，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制度作为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母体，如果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基础不

牢固，那么涉农 P2P 业务将只能继续集中在信用贷款上。 

再次，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推广过程遇到的一些难点，如果置于互联网时代的大

                                                             
8 参见林宏山：《互联网金融助推普惠金融发展探讨》，载《上海金融》，2014（12）。 

 
9  参见张晶、陈迅：《农村小额信贷的国际借鉴与延伸》，载《改革》，2011（3）。 
10 参见莫易娴：《国内 p2p 网络借贷平台发展模式比较分析》，载《开发研究》，2014（3）。 
11 参见江维国、李立清：《互联网金融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模式创新》，载《财经科学》，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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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依托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广泛的互联网大数据，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思路的，

而涉农 P2P 平台天然具有互联网公司的所共有的优势。涉农 P2P 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其强

大的数据挖掘能力甚至可以使其在计量和预测业务风险时超越传统银行，进而提高决策的信

度和管理的效度。 

（二）涉农 P2P 未来发展路径的启示 

   本论文试图以借款人信息和贷款人债权作为视角给出建议： 

    1.扩大借款人信息采集范围，力图将农村“两权”作为抵押品纳入信息考量范围。随着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推广，未来将农村“两

权”作为抵押品纳入到借款人基本信息的考量中不失为一条业务发展的佳径。 

    2.实现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战略合作，充分获取互联网大数据。涉农 P2P 作为互联网金

融的一份子，其数据挖掘能力较强，然而，考虑到涉农 P2P 业务领域相对较窄，在农村信用

体系尚未构建起来之前，涉农 P2P 仍然不能有效掌握足够的借款人信息，通过与第三方支付

平台或者一些有着广泛农村地区受众的互联网 app 开发者合作，获取更多的借款人“硬信

息”。 

3.贷款人债权多样化配置，尝试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纳入“同城 O2O”模式中运作。可以

依托涉农 P2P 平台来设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同城 O2O”模式实

现对风险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互联网的跨区域优势，提高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的流动性。 

 

五．理论基础 

   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农村借贷市场的有效性分析和长尾理论。 

   市场有效性分析是对任何一种金融新蓝海都适用的理论基础，本论文既然要探究农村“两

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对涉农 P2P业务发展的启示，而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融资业务作为

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即将试水的新领域，自然需要对农村借贷市场的有效性加以分析。农

村借贷市场困囿于传统小农经济理念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胚胎，很难充分向投资人或者放贷人

披露信息，加之农户诚信意识淡薄、农村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农村地区长

期存在，这也是制约涉农 P2P业务发展的一个本质原因。 

长尾理论认为，市场中每个利基产品虽然销量少，但该类产品储存、分发的经营成本也

因为其数量小众性而比垄断性主流产品低得多，因此主流市场外异质化的潜在需求可汇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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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市场相匹敌的市场需求
12
。因此，本论文认为，农村借贷市场，尤其是农村“两权”

抵押融资贷款市场，作为目前国内主流 P2P平台和传统金融机构视野内的“长尾”市场，如

果能够被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充分开发，将能够利用这一异质化需求开拓业务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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