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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农村金融改革以来,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推进主要依靠政府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措施,但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促使了普惠金融内生化的发展,为了构建良好的内生化发展环境,需要
建立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为其保驾护航。目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农业
领域,关于法学领域对农村普惠金融的研究还只是一少部分,本文着重于研究农村普惠金融内生主导的
法律建设问题。
[关键词] 农村普惠金融；内生主导型；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内生主导型农村普惠金
融体系的发展状况

导性发展方式,然而金融的投融资是一

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但由于内生

种自主行为,是内生性金融在配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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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

资源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引导社会资

因,到目前为止,存活的农村资金互助合

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

源的流动,调整资源的配置,是内生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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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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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种：

2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内生主导
型法律机制构建现状

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1.1外生性普惠金融组织占比重

2.1立法还不够完善

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

2018年6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

由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时间较晚,

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5

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

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其起到保障作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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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普惠金融改革仅仅是增加农村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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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法条,而非仅仅依靠银监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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