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J 縣農信社在當地發展與改革：田野經驗 

 
第一節 J 縣簡介 
 

J 縣位於湖北省西南部 N 自治州內，屬少數民族自治區，N 州下轄 8 縣市皆

為貧困縣且生產總值遠低於湖北省平均1，J 縣總人口約 51 萬（其中約 11 萬的低

收入戶和 8 萬的絕對貧困人口），全縣人均年收入約 2,018 元人民幣，列為國家

級貧窮縣2，1998 年納入中國西部大開發計畫3。J 縣財政收入不同於非貧困縣市，

縣政府內設有扶貧系統，經由扶貧辦公室與財政局結合當地銀行或農信社向中央

申請企業發展資金，每年可獲得多項扶貧貸款以及財政補貼，並且當地農民享受

糧食職補、土地補貼、退耕還林等多項中央補助款4。 
 
J 縣下轄 10 個鄉鎮及 407 個行政村，全縣農民人口佔 9 成以上，是標準的

農業縣，主要經濟作物為玉米、魔芋、茶葉、蔬菜、水果及藥材，雖然自然資源

豐富（全縣含煤礦面積超過 73%），但受限於國家產業政策及地方政府財政不足

等限制，至今尚未開發，當地企業多半為農產加工類為主。J 縣過去曾是蘇維埃

老革命根據地5，在毛統治年代集體化程度高，長期受限於以農業扶持工業政策，

過去對城市不斷進行物品的輸出6，遲遲沒有良好的發展，近年來 J 縣打出「工

                                                 
1 根據 2004 年《湖北城市發展二十年》：2000 年湖北省全省綜合產值平均 1,377,671 萬人民幣，

N 州綜合產值平均 282.725 萬人民幣，湖北省平均綜合產值超過 N 州近 5 倍。2003 年湖北省全

省綜合產值平均 1,813.344 萬人民幣，N 州綜合產值平均 345,490 萬人民幣，湖北省平均綜合產

值則是高出 N 州 5 倍之多。 
2 中國劃分國家級貧困縣目的為：集中中央資源保證貧困縣的供給，防止扶貧資金分散使用，以

縣為計算單位，1992 年為基期，人均收入低於 700 元人民幣的縣為國家級貧困縣，對少數民族

自治縣的標準更為放寬（貧困人口在全國比例佔 60％內，其中絕對貧困人口與低收入人口各佔

80%與 20%比例），經中國國務院批准後，目前中國大陸確定 592 個國家級貧困縣，大多集中在

中西部少數民族自治地區、革命老根據地、邊疆地區和特別窮困地區。參考自：胡兵、賴景升、

胡寶娣「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貧困緩解-基於中國農村貧困變動的實證分析」，《數量經濟技術

經濟研究》，第 5 期，2007 年，頁 40-41。中國中部地區是農村貧困人口相對集中地區，在全中

國 592 個國家級貧困縣中 151 個位在中部六省（湖南、湖北、安徽、江西、河南和山西），占 25.5%，
貧困人口以及低收入戶占全中國將近三分之一，絕大多數貧困縣皆依靠中央財政移轉支付接濟，

在地方財政困難下導致貧困地區基礎建設、教育、文化、衛生、經濟以及科技上皆與發達地區差

距越來越大。參考自：黃鐵瓶、莫德儀，「中國貧困地區農業現代化的主攻方向分析」，《農業經

濟問題》，第 343 期，2008 年 7 月，頁 51。 
3 實際訪談 J 縣財政局預算部主任得知：1998 年 J 縣納入西部大開發計畫，當年即補貼 2000 多

萬財政收入，J 縣主要依靠中央財政移轉支付，2007 年 J 縣全部財政收入 662,703 萬中，中央補

貼就佔超過八成，稱為「吃飯財政」。 
4 根據訪談當地農業局、統計局幹部得知，中國政府給予農民優惠補貼，包含住在山坡地上農民

的退耕還林、每年定額糧食職補、針對農地在非平原地區的土地補貼等等，所有金額皆由中央銀

行統一下劃至各地農民在農信社的帳戶中。 
5 1933 年由賀龍領導工農紅軍於 J 縣建立革命根據地，並且先後成立鄉、縣蘇維埃政府。

http://www.hbjs.gov.cn/Article/ZJJS/JSGK/2008/04/29/47674.html 
6 「農村、城市都要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來，勤勞致富是正當的……一部份先富裕起來，是大家

都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老辦法好」，參考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北京），1993



 

業復興」的口號，希望得以發展經濟脫離貧窮。 
 
 
第二節 J 縣農信社現況 
 

J 縣農信社成立於 1952 年，當時與生產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為當地三大合

作社，屬於集體性質的合作金融組織。現今 J 縣農信社改制為農村信用合作聯社

（以下簡稱縣聯社），經銀監局批准在工商局註冊登記的股份合作制金融企業，

以辦理存款、貸款、票據貼現、國內外結算業務、買賣承銷政府債券以及各項農

業相關代理業務等。截至 2008 年統計，J 縣內有 14 個信用社機構（其中包含最

大的縣聯社 1 個以及下轄 10 個信用社、3 個分社），員工共計 243 人，J 縣農信

社內部組織（參閱圖 3）。 
 

縣聯社為股東大會所有7，每三年選舉一次理、監事成員，理監事會為縣聯

社最高的權力中心，並且由理事會委託縣聯社主任執掌聯社經營。J 縣縣聯社股

東大會成立於 1999 年，但直到 2006 年中央將縣聯社交由省聯社管理後才開始實

際運作，經訪談得知過去 J 縣縣聯社股東大會和理監事制度形同虛設，現今雖啟

動股東大會機制，但仍不完全，依照農信社的組織章程，縣聯社股東應該為分散

在全縣各地區的農民大眾，由於無法將所有農民集合召開股東大會，J 縣以選舉

代表替代農民執行股東的權利及義務，縣城外各鄉鎮必須推派 2-3 名選舉代表，

縣代表由縣聯社推薦產生，召開理監事會議選舉領導幹部攸關縣聯社經營的命

運，透過 S 鄉農信社訪談：  
 
推派的選舉代表不存在不懂經營或不識字的問題，農民根本就不懂不可

能把他們推出去，能在鄉鎮當選代表的都是文化素質高、有知識並且具

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例如縣城裡的股東代表都是我們當地大公司的老

闆。 

 
J 縣縣聯社副主任得知： 
 

縣聯社訂定選舉代表的時間，在交通要道張貼選舉日期公告，候選人的

產生都是我們（縣聯社）推薦參選的，我們（縣聯社）的人去各家發選

票或在某些機構設立領取選票地點，大家回去圈選後，交回來依少數服

                                                                                                                                            
年，頁 23。 
7 農信社股東大會下設立理監事會，理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並且股東大會握有選舉和罷免

權，理監事必須對其負責。參考自：鄧虎，「對農信社外部理事、非職工監事的履職監管考量」，

《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第 236 期，2008 年 11 月，頁 40。按照銀監會「關於農村信用社以縣為

單位組建統一法人工作的指導意見」規定：農信社理事會成員中必須超越二分之一為自然人理

事，內部職工理事不得超過三分之一，監事成員中，職工監事和非職工監事比例為 2：1。 



 

從多數原則，得票最高的當選，這種方式在鄉鎮操作比縣更容易一些，

鄉鎮長都是確定時間後把當地人召集起來舉舉手就好，我們還要去發選

票。 

 
現今 J 縣縣聯社擁有股東代表 39 名，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理、監事，理、

監事成員為：9 名理事（含理事長）和 7 名監事（含監事長），由理事長委託縣

聯社主任經營。此管理制度相當不公平，經訪談得知縣聯社股東大會最後流於幹

部和企業家聯合把持，地方政府和農信社組成成員高度重疊，彼此之間「一套人

馬兩塊招牌」，使得懲罰制度完全失效，縣聯社幹部無法拒絕「政策性貸款」要

求，上級監管單位也未執法禁止地方幹部干預，導致農信社經營始終處在危險邊

緣，並且不僅是 J 縣縣聯社慘淡經營，整個湖北省農信社因為內控薄弱導致違規

經營，形成大幅度虧損，成為湖北省農信社最大的包袱，從統計數據中得知：

1997-2000 年期間虧損 59.93 億元，2000-2004 年間虧損 23.22 億元，2005 年為農

信社經營績效分水嶺，開始轉虧為盈，2005-2007 年壞帳 107 億元，並且逐年減

少，截至 2008 年統計，湖北省農信社總資產 2,213 億元，貸款 722 億元8。農信

社如何在短短幾年內轉虧為盈？2005 年的發展分水嶺是否意味著農信社改革成

功，並且朝向市場化獨立經營發展？ 
 

                                                 
8 參考自：徐春培、朱思爽、孫寶軍，「希望之路-湖北農信社三年改革發展採訪實錄」，《中國農

村信用合作》，第 234 期，2008 年 9 月，頁 5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3  J 縣縣聯社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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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J 縣農信社的發展與改革 
 

J 縣為老蘇區，在毛統治時期受制於農村支持城市、重重輕輕和價格剪刀差

等國家政策影響9，發展進度始終落後。改革開放初期，J 縣農信社被劃入 J 縣農

行之中，1984 年以前，J 縣農信社兼任 J 縣人行和 J 縣政府財經局的基層單位，

是中央人行下劃財政經費的暫存機構，地方政府財經局也將農信社納入編列之

中，農信社成為地方上「出納」的角色，身為金融機構卻擔負著政府基層單位的

責任，再加上地方政府和銀行都是農信社的上級單位，造成各機構缺錢都找農信

社融資，實際發生問題卻無人承擔的情況，透過訪談得知：整個 1980 年代是農

信社受政府干預最嚴重的時期10，無論鄉鎮、縣甚至到州級政府都進來分一杯

羹，根據 S 鄉農信社主任： 
 

過去農信社就是當地政府的左右手，（地方政府）要繳稅費先把農信社

裡面的錢拿出來往上應付，之後再去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把錢撥下來。

過去中國是政企不分的，鄉要繳稅時，沒錢就來找我們貸款，這種貸款

他們是絕對不可能還，這種情況 1996 年之前特別嚴重，之後稍微好一

些。 

 
J 縣縣聯社副主任： 
 

以前農信社的管理相當混亂，農行接管的時期最嚴重，好處都被農行拿

去了，連農信社的補貼也被農行拿去了。除此之外，好的業務都是農行

在做，差的都給我們（農信社），我們（農信社）就是出納，除了要當

農行的出納還要當政府的出納。 

 
農信社打著「服務三農」的名義，又無法市場化經營，其中的灰色地帶成為

各級政府從中尋租切入點，農信社不斷貸放出鉅額壞帳，擺脫不掉地方政府小金

庫的陰霾，雖然中央改革政策讓 J 縣農信社改制為聯社的經營模式，但上述既有

問題並未因此獲得緩解，直至 1996 年 J 縣農信社內部進行第一次大規模的清算，

由 J 縣農行出面接收帳面壞帳，並且其餘的壞帳本金交由縣政府負責，但 J 縣財

政收入困窘，只好採取掛帳的處理方式，並且至今仍然無力償還帳目，根據農行

幹部訪談： 
 

                                                 
9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為了趕超經濟發展，進行扭曲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政策，動員資源和降低

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建立相應的資源計畫配置制度，保證資源優先流向重工業部門，稱重重輕輕。

參考自：林毅夫、蔡昉、李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略與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2002 年，頁 72。 
10 透過訪談得知，1978 年改革開放至 1984 年是 J 縣農信社受政府干預最嚴重時期，在 1978 年

前由於農信社直接隸屬於人民公社體系之中，在政府內的農信社並無政府干預問題。 



 

從 1979 年至 1995 年農信社的帳面虧損由我們（農行）全額負責，其他

的像不良債本金就跟我們無關，當時我們給農信社支持款來清掉這些壞

帳。其實過去雖然農信社在我們農行底下，但它們（農信社）仍然是一

個獨立核算和獨立經營的金融組織，我們只是給他們指導，它們是集體

性質，我們是國有性質，我們也管不動它（農信社）。 

 
  清算壞帳和農行分家後，J 縣農信社進入 J 縣人行體系之中，當時縣政府經

管局和當地基金會在農信社內有很高的債務和呆帳，J 縣基金會於 1990 年代末

宣告全面破產倒閉，所有在農信社的欠款直接成為壞帳，事逢中國金融改革期

間，中央政府再次對農信社的不良債務進行清算，由中央出面接手清出的壞帳。 
 
  綜上所述，1996 年進入人行後的農信社在經營績效上未見起色，當時的縣

聯社資產被地方政府、企業和基金會等幾乎提空，上級人行為了確保縣聯社的營

運正常，提供再貸款協助，但此管道卻被 J 縣政府濫用，由於 J 縣財政收入長期

依靠中央補貼以及地方稅收才得以勉強打平，稱「吃飯財政」，其中高比例來自

地方上集體經營的菸廠，每年向中央上繳的稅費約 95%都靠菸廠貢獻，但

2000-2001 年間，由於國家調整政策等因素11，中央政府無預警的下令關閉菸廠，

當時 J 縣每年稅收直接損失至少一億人民幣12，並且菸廠歷年來在農信社的貸款

直接成為收不回的壞帳，經訪談當地財政局主任： 
 

過去 J 縣最大的債務問題就是菸廠的一億多呆帳，當時菸廠向銀行已經

借錢借到最高額度了，所以來我們（縣政府）這邊借錢，借了財政的錢

還不出來變成呆帳，菸廠雖然已經關閉被合併，但我們（縣政府）還有

這個債權，只是這是『絕對』收不回來的帳目，我們（縣政府）的赤字

只好一直放著，2003 年有拿縣政府的專項資金還一部份債，但之後的

專項資金就不能這樣挪用了，上級政府也知道我們縣的債務問題，也就

是讓我們一直欠著。 

 
根據縣聯社副主任訪談： 
 

過去歷史的包袱太重，我們（農信社）有大量收不回來的呆帳，包含政

府的也有、鄉鎮企業的也有，過去這邊的菸廠、水泥廠都積欠了一堆債

務在我們（農信社）這邊，特別是集體性質的企業我們根本就不能拒絕

給他們貸款，幹部找上門來要我們拿錢就只好想辦法挪出資金給他們

                                                 
11在中國國家政策-抓大放小的改革中，針對鋼鐵、石化、糖業建材等上述浪費資源、環境污染、

質量低劣、技術落後且不符合安全生產條件項目，下令要求關閉，最後一任煙廠科長由於鉅額來

入不明的財產在關閉前夕入獄。參考資：黃娜，《南風窗報導》，2001 年 12 月，頁 50-51。 
12 參考自：J 縣調研組，「黨建工作是民營企業發展的助推器-J 縣民營企業黨工作調查與思考」，

《清江論壇》，第 2 期，2007 年，頁 45。 



 

（集體性質企業），他們（集體性質企業）經營的很差，很多一下子就

倒閉或是一直虧損，別說還本金了，連利息都不要想！我們（J 縣）這

邊的幹部輪調非常普遍，舊幹部離開新幹部上來，他們（新幹部）是完

全不會認過去的舊帳，新幹部來了又弄出一堆新債，亂七八糟欠了一堆。 
 
  菸廠倒閉後幾年是 J 縣政府財政最嚴峻的時期，也是縣聯社經營最困難的幾

年，除了體制和帳目混亂外，縣聯社為支應縣政府和地方企業的各項貸款幾乎瀕

臨破產，並且同時期全中國的縣聯社也都經營告急13，中國政府有鑑於此，對農

信社開啟另一波新的改革，將縣聯社交由省政府管理，並且針對各地農信社的帳

目進行全面清查，J 縣縣聯社在 2003 年前後清出 7,800 多萬人民幣的壞帳，分別

由省聯社（省政府財政）和 J 縣政府（縣政府財政）各自承擔一半的責任，由於

J 縣的財政本身已經自身難保，無力支付 3,800 多萬人民幣的金額，只好掛帳拖

欠，J 縣縣聯社依靠省聯社（省財政中）撥下另一半 3,800 多萬人民幣保障其信

貸功能正常運作，讓縣聯社得以撐過此次倒閉危機。然而省所投注 3,800 多萬人

民幣資金並非用來填補縣聯社的過去舊債，只是保證其信貸業務正常運作，縣聯

社必須將之後所收回的利息盈餘用來填補過去 7,800 多萬人民幣的壞帳黑洞。經

訪談 J 縣縣聯社得知：自 2005 年起，縣聯社已出現「資產高於負債」的良好經

營績效，並且從統計年鑑查到的數據也得到同樣結果14，為何短短幾年內農信社

得以擺脫過去龐大的虧損，並且經營績效迅速提升？根據 F 鄉農信社幹部訪談： 
 

農信社的資產有分報表內和報表外，這兩者不同，報表外是『內部核

算』，不良資產只會顯示在這裡，一般人所看到的報表屬於報表內，報

表內顯示的是『當年』農信社營運狀況。 

 
各統計數據只顯示農信社「當年度」經營情況，對於過去舊帳一律既往不究，

不顯示在報表之中，因此 J 縣清出的 7,800 多萬人民幣壞帳，使用「掛帳15」消

                                                 
13本研究將討論範圍鎖定縣聯社及縣以下基層農信社，在大陸學者相關研究報告中指出：經過實

際調查的農信社，除了浙江省以外，其他省份農信社幾乎都呈現虧損經營，尤其是歷年的債務讓

農信社經營舉步維艱。參考自：宋洪遠、段應碧主編，「中國農村改革重大政策問題調研報告」，

財政經濟出版社（北京），2004 年 6 月，頁 34。截至 2002 年底，全中國農信社不良貸款 5,147
億人民幣，占總貸款的 37%，農信社歷年累積虧損呆帳初步估計 1,314 億人民幣。參考自：冉璐，

「農村信用社支農目標與產權改革目標的衝突與調和」，《農村經濟》，2006 年 1 月，頁 67-68。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報告，2003 年農信社當年資本充足率為 6.75%，不良貸款

率為 29.72%，帳面虧損 5.47 億元。參考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

課題組，「新農村調查-走進全國 2,749 個村莊」，2007 年 7 月，頁 284。 
14 2007 年中國銀監會年報中指出：約 2004 年起各地農信社資產已大於負債，統計數據顯示 2005
年淨資產約 177 億人民幣，2006 年約 295 億人民幣，2007 年約 410 億人民幣。參考自：2007 年

中國銀監會年報。 
15 透過實際田調訪談得知：中國大陸使用「掛帳」處理不良資產，單純把壞帳掛到另一份報表

中，實際上並未解決此筆呆帳，由於公司報表中的呆帳已經被掛到另一個報表去了，因此就算是

帳已結清，實際上並未解決任何實質壞帳，但銀行認為既然已經有了掛帳這個動作，就代表已經

解決。 



 

掉，將舊有的債務壓進箱底不列入資產負債表計算，並非縣聯社實際已轉虧為

盈，只是中國的會計結算制度不同於其他國家。 
 

J 縣政府以地方企業法人模式（Oi 1992）發展 J 縣經濟，使得縣聯社和縣政

府、鄉鎮農信社和鄉鎮政府之間的關係密不可分，彼此同為一家人，J 縣政府需

要農信社支持其財政收入和各項開銷，J 縣企業需要農信社提供貸款資金融通，

使得農信社在當地成為「被需要」的角色，整個 J 縣各級政府缺錢即將目光投向

當地農信社，農信社出現虧損後再向人行申請再貸款救助，這種垂直體系內層層

向上級要錢的發展模式，累積出高額的不良三角債，讓農信社和地方政府的關係

緊緊被綁在一起，最後仍是中央財政下劃經費消掉債務，並且中央補助款經過各

級政府和單位層層的干預，最後才進入基層農信社之中。單 J 縣縣聯社即清算出

近 8,000 萬人民幣的壞帳，並且全中國各地農信社幾乎皆為虧損經營16，在以上

種種次佳條件之下，中國政府為何持續投注大量資金，挽救經營績效低落又負債

累累的農信社？ 
 
 
第四節  J 縣農信社在地方發展的困境 
 

中國中西部和東部欠發達地區幾乎沒有商業銀行的分行，農信社是許多鄉鎮

唯一的金融機構，因此，農信社在農村金融地位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份量，從田野

經驗得知：J 縣是農業大縣，2000 年前後中國針對國有銀行進行商業化改制，轉

向集中經營城市業務，當時湖北省國有銀行開始大規模從農村地區撤出，又以 N
州地區農村撤的最徹底，由於 N 州下轄縣市全列為國家級貧困地區，地方上只

有少數零星的農產加工企業，數量和業務量皆不具規模經濟，目前尚留在 J 縣的

國有銀行已縮減規模，縣聯社成為支持 J 縣最重要的金融機構。 
 

除了上述縣聯社的重要性以外，農信社在行政上的功能更為關鍵。中國財政

系統採「結算窗口制17」，全中國各銀行都在中央人民銀行開設帳戶，各地區財

政經費聽從中央財政部下達指令，從中央人民銀行劃到各指定地區的人行分行，

再由人行分行轉劃到地方政府開設帳戶的金融機構暫存，中央財政預算多半有指

定用途和對象，在資金到位後由指定接收單位赴農信社提領。基層縣政府大多在

當地縣聯社中開設戶頭，鄉、鎮、村地區沒有人行支行，財政經費只能進入當地

農信社，在「鄉財縣管18」政策下，地方基層財政分配由縣政府財政局負責，現

                                                 
16 同註釋 38、63。 
17 透過訪談 J 縣人行幹部得知：結算窗口制是中國過去以來的財政撥付方式，中央政府為了改

善基層財政經費受各級政府的層層干預，在 2002 年改制為單一窗口制，直接從中央人行劃入縣

級金融機構，不再通過中間的其他政府行政層級，但此政策造成縣權力過大，以 J 縣為例，縣聯

社擁有全縣（包含各下轄鄉、鎮和村）經費，縣政府控制住縣聯社即掌握全縣的財政經費。 
18中國部分的省、市在 2004 年前後開始對鄉鎮財政體制進行改革，將財政管理體制簡化，鄉鎮



 

今採單一窗口制，例如：假設單筆款項要給 X 村，財政局將中央財政下劃至縣

聯社的資金，指定轉至 X 村所屬的上級鄉鎮農信社分行之中，村長再去農信社

提錢。 
 

綜上所述，縣聯社不存在「沒有錢」的問題，雖然Ｊ縣尚有其他銀行機構，

但與縣政府合作最密切的仍是縣聯社，縣財政收入皆存在縣聯社內，下轄的鄉鎮

地區只有農信社，所有鄉鎮政府的錢都存放在農信社中，因此縣政府只要掌握縣

聯社即掌握住全縣域的財政收入。由於Ｊ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縣財政局和統計局

必須合力上報項目申請中央的財政補貼，農信社隨時有大量資金在其中流動，經

訪談得知縣聯社內資金以縣政府所佔的比例最高，因此農信社不會出現破產情

況，並且中央政府也不會放任它倒閉，無論是農民存入、國家下劃，或是既有和

匯入的資金隨時支撐著農信社的營運，根據農行幹部的訪談： 
 

扶貧貸款是各企業上報到農行（或農發行），經由銀行和扶貧辦一起考

核後，往上通報到省一級單位，這是以項目來看的，有就放款，報多少

放多少，一般這些錢是中央往下批准後，經過財政局審核撥入農行中，

再讓企業來提款，這些扶貧的項目是要看企業企畫書內容，如果只報幾

十萬基本上是沒有競爭力的，所以一報就是幾百萬。 

 
根據 J 縣縣聯社副主任訪談： 
 

我們這裡中央劃歸到人民銀行，中央人民銀行再轉進來的款項非常多，

財政款、代劃工資、糧食支付、支農資金、交通拆解資金、農業補貼…..

等），只要是有關農業、政府的財產都在農信社，所以一個鄉鎮一個農

信社。 

 
根據 J 縣縣聯社主任訪談： 
 

農信社的資金不斷在流動（政府資金佔很大比例），不可能沒有錢，也

不可能倒閉或是經營破產，無論是農民存入的、國家下來的、既有的、

匯入的資金都一直在農信社中流動運轉。 

 
農信社肩負著中央財政的重責大任，又扮演著地方政府小金庫，中國政府為

了避免各級政府層層干預財政經費，在 2002 年前後將財政撥付改為單一窗口制

和鄉財縣管，縣政府有權決定各鄉、鎮、村的財政經費，縣聯社即成為全縣唯一

                                                                                                                                            
財政權交由縣政府管理，但造成鄉鎮預算編制與執行脫節，並且和上級政府之間的財權和事權不

明，以及會計核算制度被縣政府所把持，造成鄉鎮稅收系統混亂。參考自：耿中太，「鄉財縣管

存在的問題必須解決」，《中國監察》，第 20 期，2007 年，頁 50。 



 

的財政撥付金融機構。此改革造成鄉鎮政府的財政資金完全被縣政府架空，縣政

府掌握比以前更大的權利，各鄉鎮為爭取財政收入，出現惡性競逐和各種尋租的

現象，透過 J 縣政府財經局幹部訪談： 
 

鄉鎮目前對於村有權力但是沒有財力（財權是直接對口，不經過鄉鎮政

府，但是經過鄉鎮農信社），縣政府現在對於下轄的鄉鎮財權是很簡單

化了，人事和公共資金都是獨立下劃（這個絕對動不了），其他的就由

鄉鎮統籌後和村一起往上報，我們核可就給錢，而且這個金額現在是給

全額，他們（鄉鎮政府）不需要自籌款項，我們知道他們也沒錢，所以

會一次給足。 

 
根據 S 鄉書記訪問： 
 

一年 S 鄉（財政）只剩下 30 幾萬，這是不夠的，有些上級指標我們達

到了，這樣我們就可以多拿一些補助，但一年頂多也是幾 10 萬吧，仍

然不夠開支，所以我們（鄉政府）的工程款就是欠著，今年能還一點就

先還一點，如果不能反正就是擺著，而且現在上級是給多少錢做多少事

的情況，如果上級只給百分之五十修路錢，我們就修百分之五十的路，

其餘先放著。 

 
農信社網點深入中國各農村地區，縱使債台高築、經營效率低落，但卻是中

央政府在基層農村地區唯一的財政流轉管道，農信社背負著農村財政體系正常運

作的重責大任，讓中央政府屢次投入大筆資金挽救瀕臨破產的農信社。由於農信

社有來自中央各種不同的財政款項，這些在農信社內不斷流動的資金創造出地方

政府更多的尋租空間，地方政府仗著中央對農信社在財政功能上的依賴，對農信

社恣意妄為的干預。自改革開放以來，農信社雖然有上級監管機構，並且在 2003
年擴增為省聯社、人民銀行和銀監會，為何眾多監管單位都無法限制地方政府對

農信社的行政干預？為何監管單位無法發揮其職責，對地方政府進行遏止與懲

罰？為何無論改革前後，J 縣縣聯社仍是政府的小金庫？ 
 
 
第五節 J 縣農信社改革中的玻璃天花板 
 

1978 年以前，J 縣農信社沒有監管機構，直接聽命於上級人民公社。改革開

放後，J 縣農行未執行監督之責，擅自挪用農信社的資金款項，將次等業務和行

員家屬安插進農信社內，對縣政府的干預則選擇視而不見。1996 年農信社改制

為人行管理，依然未見起色，縣聯社在產權界定上屬於集體性質，地方政府濫用

此名義介入縣聯社的經營，再加上 J 縣地處中國中部偏遠自治區山中，與湖北省



 

政府相距甚遠，當地的幹部和民眾極少離開縣城，與中央政府更是天高皇帝遠，

J 縣縣政府成為縣聯社在地方上不可挑戰的權威，集大權於一身。 
 

2005 年成立省聯社是農信社發展的分水嶺，監管機構瞬間增加為 N 州農信

社、省聯社、人民銀行和當地銀監局19，但實際訪談 J 縣人民銀行卻得到監管失

效的答案： 
 

農信社每年都會和我們（人行）申請再貸款融資，這個額度我們其實不

會審核，他們（農信社）報上來的數字是多少就是多少，可以相信這個

數字，而且我們（人行）也沒辦法直接去查農信社的帳，查帳或報帳的

時候通常縣政府都會幫忙背書。 

 
身為上級監管機構的人行只能對縣聯社上報的資料採取被動相信，為何不能

查縣聯社的帳？縣政府的背書有何重要性？  
 

中國政府雖嚴令地方幹部退出農信社的經營，但地方政府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仍有躲避上級命令的方式。2006 年左右，J 縣政府對縣聯社內部重新進行整

頓，在縣聯社原有的黨務系統內增設—黨委，縣聯社內同時擁有黨組和黨委兩大

黨務組織，最大的區別在於組成成員結構，成員越具影響力其組織權力越大。 
 

縣聯社的黨組為內部科級主管組成，新成立的黨委共計 4 人，分別為 J 縣縣

委書記、J 縣常務副縣長、縣聯社主任以及副主任，其中常務副縣長除了是黨委

成員以外，身兼縣聯社理事長一職，縣書記則兼任監事長，J 縣政府將縣域內重

要幹部皆納入縣聯社黨務系統—黨委之中，在此條件下，縣聯社的黨組成員在行

政決策上並沒有任何發言權，一切聽命於黨委。在中國以黨領政的政治氛圍之

中，縣政府透過安插黨系統穩穩抓住縣聯社的經營，如（圖 4）所示： 
 
 

                                                 
19 由於 J 縣位在 N 自治州內，因此縣和省之間還有州。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4  J 縣縣聯社黨系統 

 
 

縣聯社並未達到被期待的政企分家，無法回歸獨立的條條金融體系內，由於

農信社內部處於「黨政合一」狀態，並且黨委成員具絕對影響力。地方政府雖然

在改革過程中從縣聯社退出，卻置入黨務系統，形成「隱形」的塊塊壓制條條的

現象，縣聯社和地方政府由於內部黨系統的人事重疊，彼此緊緊的被綁在一起。

縣聯社的股東皆為縣政府幹部或當地的有錢企業20，其中最大的股東即是縣政

府，透過訪談縣聯社主任得知，J 縣當地的股東大會只是橡皮圖章性質，並沒有

實權，重點在於入股越多講話就越大聲。 
 

綜上所述，農信社並未發揮原本被期待的功能，在 2005 年省聯社改革之前，

各地農信社依附地方政府而生，隨著鄉鎮一級農信社撤銷法人併入縣聯社之後，

鄉鎮農信社層級地位的改變，目的也隨之有所變化，因為人行等國有銀行並未深

入至農村地區設分行，有一鄉一社綿密佈局的農信社，看似平凡卻職小權大，在

鄉鎮農信社被併入縣聯社之後，縣聯社成為關鍵的財政轉存機構，聯社制度和鄉

財縣管政策不僅讓縣聯社無法履行原創立的服務宗旨，還造成農信社的發展扭曲

                                                 
20 一般農民存款可以選擇入股，但由於農民存款金額相對小筆，佔全農信社比例相當低，並且

選擇轉成股份的存款利息較低，一般民眾不會選擇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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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縣縣聯社副主任 

黨組 -縣聯社部級幹部 

黨支部 

黨小組 

州辦事處黨組 

省聯社黨委 

州辦事處黨組 

湖北省省聯社 



 

並且債臺高築，雖然中央政府三令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停止介入金融機構的經營，

依舊無法斷絕縣政府對縣聯社的干預，地方政府和農信社處於「一套人馬兩塊招

牌」的關係，J 縣經濟發展建立在犧牲縣聯社資產上21，最終損失最大的仍然是

當地農民。 
 

                                                 
21 根據訪談 J 縣民眾得知，所有農民都在農信社中有戶頭，中央政府將農民的各種補貼（例如

糧食職補、退耕還林等）撥至農信社戶頭中，但卻出現地方政府將農民在農信社中的補貼鎖住或

是凍結資金的現象，引發民怨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