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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牧户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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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国家对牧区金融发展的支持，以及牧户对资金周转的需求使得牧区贷款较为普遍。贷款

意味着牧户需要有还本付息的能力，因此，评价牧户的偿债能力，能为国家改善牧区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方法】
运用文献综述法和描述性统计法对当前牧户借贷情况以及锡林郭勒盟整体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理论和现状分析。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演绎推理牧户的现金流和收益函数来评价牧户的偿债能力。【结果】牧区的还本能力
较低，其付息能力相对较高。现金流入与流出的不对等，降低了牧户的偿债能力。2015—2017 年实际牲畜出栏
数量均小于收支均衡时的出栏量，牧户产生的利润为零，牧户处于亏损状态，牧户的偿债能力比较弱。【结论】
对养畜规模或出栏规模较大的牧户可以适度增加借贷额度，反之，应减少借贷额度；金融机构放贷期限应该灵
活变动；建议政府对牧户有外部的资金支持，适时补贴，缓解牧户的借贷压力，增强其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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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bt-paying Ability of Borrowing Herdsmen
DU Xuehua，DONG Jiay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ohhot 01002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fo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reas and the demand of
pastoral households for capital turnover making the loan of pastoral areas more common. Loans mean that herdsmen need
to be able to repay capital and interest. Therefore, the evaluation of herdsmens’ ability to repay their debts can provide
som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reas by the state. 【Method】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rdsmens’loan and production and life in
Xilingol Leagu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the debt-paying ability of herdsman households was evaluated by deductive
reasoning of the herdsman's cash flow and income function. 【Result】The herdsmen of pastoral areas have low repayment
ability, and relatively high interest paying ability. The unequal cash inflows and outflows reduced the solvency of herdsmen.
From 2015 to 2017, the actual number of livestock was less than that when the balance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was
balanced. The profit generated by herdsmen was zero, the herdsmen were in a loss state, and the herdsmens’ ability to pay
debts was weak. 【Conclusion】 For the herdsmen with large livestock breeding scale or market scale, the loan quota can be
increased moderately, on the contrary, loan quota should be reduced. The loan period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hanged flexib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to herdsmen and subsidize in
due course to alleviate the borrowing pressure of herdsmens and enhance their debt-pay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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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畜牧业成本投入巨大而收入却
具有滞后性，导致牧户资金不能及时周转，因此
需要贷款来弥补缺口。调研发现，贷款在牧区普
遍存在，而借贷能否合理运用和创造收益，是牧
民能否增收的重要环节。牧户贷款的初衷是增加
收益，但未来面临偿债问题，因此，借贷需要考
虑家庭的长远经济利益。分析借贷牧户的偿债能
力对于其未来生产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借贷现象是农村普遍存
在的情况，改善“三农”问题需了解农户借贷
情况。各国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CHAUDHARY 等［1］ 对巴基斯坦的农村借贷情况
进 行 分 析 , 认 为 贷 款 总 量、 贷 款 期 限、 教 育 水
平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
Stiglitz 等［2］ 认为中国农户受教育程度和经济
水平状况与借贷发生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
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对借贷行为有直接影响。
Duong 等［3］ 调查了越南农户资金借贷问题 , 发
现其生产性贷款需求主要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解
决。Pal［4］分析了影响印度农户借贷渠道的因素，
认为正规金融信贷的可得性和充足性并不是影响
农户信贷渠道选择的唯一因素，且农户替代性收
入的增长会减少其融资需求。国内学者对农户借
贷的研究也颇多。有研究基于不同省份的农户调
研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了贷款行为对农户收
入的影响，发现抵押贷款和信贷约束对收入并无
显著影响［5-6］；陈熹等［7］ 基于农户的特征，用
定位法测量其社会资本，以职业声望分数作为衡
量指标，分析其借贷的可得性。信贷可得性与借
贷渠道密不可分，因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
借贷渠道问题。殷浩栋等［8］从资源禀赋和交易成
本角度分析农户的借贷渠道，发现非正规借贷和
正规金融借贷具有相互替代效应。借贷渠道是影
响其借贷行为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是否也有影响
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问题。王国宝等［9］以新疆农户
为研究对象，对其金融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发现种植面积、参加合作社、农业收入等
对农业借贷需要有显著影响；蔡海龙等［10］ 基于
全国多省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不同经营规模下其
借贷需求，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王
建浩等［11］ 以 8 省农户的调研数据为依据，分析
政治社会资本对其借贷行为的影响。
针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相关研究，虽然有助于

深入了解借贷行为的表现和机理，但牧户特有的
收入来源、居住环境、政策给予等方面区别于农
户，牧户面临的风险特点与农户有显著差异。随
着国家对牧民脱贫、增收的重视，学者们逐渐开
始对其借贷行为进行研究。史惠文等［12］调查发现，
牧民借入高利贷往往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再
向金融机构贷款去还高利贷，形成依靠贷款维持
生计的“恶性循环”，致使其负债累累。刘强等［13］
调查表明，藏区农牧民小额农信贷行为受其理解
能力、文化水平、借贷动机、信贷等方面的影响。
李源［14］ 通过分析交错带农牧户的融资用途、渠
道等有关数据，得出交错带农牧户融资需求特征
现状，发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中农牧户具有广泛
的融资需求，农信社是该地区农牧户进行融资时
的首选渠道，民间借贷是融资渠道的有效补充。
贷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偿债能力。对于偿债能
力的研究，学者们多数是研究企业等的偿债能力，
对于牧区牧户的偿债能力研究很少。黎春等［15］
以上市公司财务指标为基础，运用动态模型来挖
掘企业财务与经济景气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发
现企业财务波动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彭丁［16］
基于现有偿债能力指标的局限性，从企业短期、
长期和综合偿债能力 3 个方面构建偿债能力综合
评价模型。和国忠［17］ 以云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
对象，探讨资本结构对偿债能力的影响，认为最
优的资本结构可以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牧
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但对于借贷行为如何影响牧户的收益和现金流，
进而如何影响其未来的偿债能力研究得较少。对
于偿债能力的研究，多数学者更加关注企业的长
短期偿债能力，而对于借贷牧户未来的偿债能力
以及如何增强其偿债能力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分
析此问题，以补充当前国内该研究领域有关借贷
牧户偿债能力的实证分析，探讨牧户何时以何种
规模实施贷款能够有效确保其偿债能力，同时为
解决金融机构与牧民可持续生计矛盾提供有效的
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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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

内蒙古是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区，草原面
积约 8 800 万 hm2，约占全国草场面积的 1/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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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畜牧品种有牛、绵羊、山羊、马和骆驼等。作
为我国草原畜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草原畜牧业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辖内的 33 个牧业旗县，其中
草原面积约 5 540 万 hm2，约占全区草原面积的
63%。虽然近几年牧民收入结构有一定变化，如
财产性收入、打工收入等逐年增多，但畜牧业收
入仍是其主要经济来源。牧户为了维持畜牧的正
常养殖周期、扩大养殖规模等，对贷款的需求仍
在增加。但是牧区面临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发
展严重滞后、积累能力差和金融产品单一的现实
困境［18］，而且牧区自然地理位置特殊，贫困率
较高，自然灾害频繁，牧户抗风险能力较弱，导
致自身偿债能力较弱，因此牧户借贷较难。为了
改善牧户生活水平，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西
部经济，国家对此给予了政策支持。2010 年国家
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
见》，2011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
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均提
出加大对西部（内蒙古）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
对“三农”的信贷投入。牧区自身具有特殊性，
国家对牧区金融政策具有利好消息，借贷一时在
牧区繁荣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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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农村金融是当前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的核心，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农村牧区金融服务
水平的提高，确保农牧户贷款的便利性和可得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牧户借贷意识的提高和借贷
行为的配合又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实施。由于牧区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牧户在个体特征、收入水平、
养畜规模等方面都存在着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
性。本研究重点从两个方面研究牧户的偿债能力，
为牧户进行借贷决策提供依据：一是牧户的收益，
二是牧户的现金流。
牧户存在比较突出的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
中低收入的牧户。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在自然
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为理性行为主体的农户，
其年龄、文化等自身特征，以及所持有的财产、
经营土地的面积等资源禀赋，是决定农户借贷决
策的最基本因素［19-21］。同理，作为“理性人”
的牧户，其会根据自身个体特征和所拥有的养畜
规模、承包的草场面积等家庭禀赋以及自身的偿
债能力来权衡借贷规模以及借贷时点等。如果偿

债能力较弱，牧户可能失去生产经营的投资机会，
或者可能降低家庭福利。例如，当牲畜市场价格
偏低，而饲草料价格偏高时，出售与丰年相同数
量的牲畜，其收益和现金流都会相应减少，从而
降低了牧户的偿债能力。同时，如果为了维持养
畜规模不变，就需要获得外部融资，外部融资的
代价是利息费用的加重，进而使牧户出现资金困
难等问题，陷入低收入、“倒贷款”、偿债能力
较弱的恶性循环中。如果为了暂时不改变家庭福
利、不降低偿债能力，而选择在此时出售大量的
牲畜，同样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也会陷入低收入、
家庭福利降低、偿债能力弱等恶性循环中。
牧户由于出栏取得的现金流时点和购买饲草
料所需现金流时点不同，经常会出现资金缺口。
为了弥补此资金缺口，牧户通常会通过借贷来解
决资金周转困难等。另外，有时由于贷款期限已
到，而出栏收益却无法及时回款，导致牧户收益
与偿还贷款之间存在断层，为解决当下困难牧户
常会采取借新贷还旧贷的措施。牧户借贷行为与
其收益和现金流的具体关系如下：
在牧区，畜牧业发展是牧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牧户每年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秋季牲畜的出栏收
入。而牧户的支出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生产
性支出，主要有饲草料、暖棚和棚圈建设、草场
租用以及大型设备购置等支出；另一部分是生活
性支出，主要有教育、医疗、家庭日常生活以及
占家庭开支较大的人情往来等支出。由于收入只
在每年的秋季才能见到成效，而支出却是不均等
的分布在全年，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使得牧户不
得不对每年各类生产生活性支出作出一定预算。
由此产生的现金缺口就是牧户的贷款需求，贷款
的引入既是当年的现金流入，同时是下一年的现
金流出，此时牧户需要考虑自身的偿债能力。
牧户收入来源形式的单一导致牧户借贷的偿
债能力与其畜牧业收入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
系，同时牧户现金流入时点的确定性也影响着其
借贷的偿债能力。即牧户借贷行为需要同时考虑
自身收入和现金流入时点。
牲畜是牧户的主要财产，也是牧户收入、现
金流和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提高牧
户偿债能力的主要资产。为了能够使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增强牧户的偿债能力，牧户既不能过量
卖掉牲畜，也不能过量保留牲畜，因此需要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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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一定的基础母畜和保持足够的家庭基本开支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牧户出栏受到牲畜市场价格
和饲草料价格等的影响，当出栏不能满足牧户生
产生活基本支出和扩大畜群规模等需求时，牧户
就会通过借贷来弥补资金不足。当牲畜价格和饲
草料价格连续几年不能平衡牧户的收支时，牧户
就会陷入“倒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牧户在
借贷时，需要考虑自身的偿债能力，银行在向其
发放贷款时也需要评估其偿债能力。
通过查阅关于企业偿债能力的文献可知，
偿债能力的评价会涉及到资产情况，但是据调研
可知，牧户自身所拥有资产一般不会主动用来偿
还贷款，银行也不会强制要求牧户在无法及时偿
债的情况下，通过其资产来抵偿债务。鉴于此种
实际情况，在研究牧户偿债能力时未考虑其资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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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9.9% 的牧户在 7 月份出栏，选择在其他月份出栏
的牧户不足 10%。因此，可以认为牧户出栏的时
点一般是在每年秋季，秋季属于牧户收入和现金
流最充足的时候。70% 以上的牧户有贷款行为，
选择在 10 月份贷款的有 53.6% 的牧户，在 11 月
份贷款的有 33.5% 的牧户，其他月份贷款的较少，
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牧户贷款时点是在秋末冬初。
由于北方冬季寒冷，畜群在户外很难找到足够草
料，因此牧户需要在冬季对其补饲，饲草料是其
必需的储备。通常情况下，冬季牧区白雪皑皑，
交通不便，牧户出行困难，因此其需要提前为牲
畜备好饲草料，这使得牧户购买饲草料的时点主
要在秋季末或冬季初。由于出栏、贷款、购买饲
草料时点相距较近，可以大致认为三者发生时点
一致。
调研发现，牧户出栏的牲畜一般都是仔畜，
还有少量老弱病残的牲畜。为了简化核算，出栏
数量中剔除了老弱病残的牲畜，即出栏数量仅为
仔畜数量。
牧户收入 = 出栏数量 × 牲畜价格
牧户现金流入 = 出栏数量 × 牲畜价格 + 贷
款额度
现金流出 =（仔畜数量 × 每只仔畜食草量 打草量）× 饲草料价格 =（出栏数量 × 每只仔
畜食草量 - 打草量）× 饲草料价格
因此，第一期的现金流 = 出栏数量 × 牲畜
价格 + 贷款额度 - 出栏数量 ×（每只仔畜食草量 打草量）× 饲草料价格
其代数表达式为：
N·PL+L-(N·K-H)·PF
牧户贷款主要用来购买饲草料，因此可以多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调研
地区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和苏尼特
左旗，共发放问卷 100 份，全部收回，问卷有效
率为 97%。调研内容包括牧户家庭基本情况（含
借贷情况）、养畜情况、出栏情况以及牧户生产
经营的收入和成本情况等。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运用财务指标对牧户的偿债能力
进行分析，然后通过现金流函数和收益函数评价
牧户的偿债能力。分析所用变量如表 1 所示。
根据调研结果分析发现，60.4% 的牧户选择
在每年的 8 月份出栏，19.8% 的牧户在 9 月份出栏，

表 1 变量说明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table
代号 Code

单位 Unit

现金流 Cash flow

变量 Variable

F

元

定义域 Field of definitions
［0，+ ∞］

生产生活基本开支 Basic expenditure on production and living

C

元

［0，+ ∞］

贷款金额 Loan amount

L

元

［0，+ ∞］

借贷利息率 Interest rate on loan

i

百分比

［0,1］

出栏数量 Marketable  livestock

N

头、只

正整数 N+

牲畜价格 Price of marketable  livestock

PL

元 /（头、只）

［0，+ ∞］

饲草料价格 Price of forage

PF

元 /kg

［0，+ ∞］

打草量 Haying

H

kg

［0，+ ∞］

牲畜日均采食量 Average daily feed intake of livestock

k

kg/（头、只）

常数

畜牧业生产利润 Profit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R

元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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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的饲草料，进而可以多保留
此牲畜出栏数量 =

的牲畜。因

。

此时的现金流函数 =

收益函数 =

年份

现金流量负债比

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Cash flow liability ratio

Cash flow interest guarantee multiple

2015

1.42

11.38

2016

1.62

13.19

2017

1.73

16.09

Year

4.2

令 R(N)=0，得
同样，当

表 2 2015—2017 年财务指标平均值
Table 2 Average annual financial indicators in 2015—2017

时，PL-PF·k·(1+γ) ＞ 0，

现金流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实证分析

由表 3 可知，2015—2017 年牲畜平均价格以
2016 年最低，2015 年其次，2017 年牲畜平均价
格回升；2016 年饲草料平均价格最高，2017 年其
次，2015 年饲草料平均价格最低。

此时 R(N) 是 N 的增函数，即出栏越多，利润越大。
当

是 N 的减函数，即出栏越多，利润越小，甚至出
现利润为零或为负的情况。
综上所述，牧户需要考虑的是牲畜价格和饲
草料价格之比，并不是出栏越多，利润越高，牧
户能否盈利的决定因素是牲畜与饲草料的相对价
格，当牲畜价格大于所食饲草料价格时，出栏越
多，牧户盈利越多，偿债能力越强。如当年牲畜
价格小于所食饲草料价格时，出栏越多，亏损越
多，偿债能力越弱。如果连续多年饲草料价格持
续走高，且都高于牲畜价格，则牧户就会严重亏
损，当牧户想通过借贷来解燃眉之急，就会因为
还贷利息的负担，进一步削弱牧户的偿债能力。

4
4.1

表 3 2015—2017 年牲畜平均价格（元）
Table 3 Average annual livestock prices
in 2015—2017(yuan)

时，PL-PF·k·(1+γ) ＜ 0， 此 时 R(N)

实证分析
财务指标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对 2015—2017 年
样本总体的还本付息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还本能力通过现金流量负债比来衡量（现金流量
负债比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 / 总负债），付息能
力通过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来衡量（现金流量
利息保障倍数 = 经营现金流入量 / 利息费用）。从
表 2 可以得出，2015—2017 年，牧区的还本付息
能力在逐渐增强，还本能力从 2015 年的 1.42 增长
到 2017 年的 1.73，付息能力也从 2015 年的 11.38
增加到 2017 年的 16.09。从总体来看，牧区的还本
能力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牧户的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量偿还了所欠的负债后，剩余较少，很可能
无法弥补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量；牧区的付息能
力相对较高，牧户应该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利息。

年份 Year

羊羔 Lamb

牛犊 Calf

草料 Forage

2015

396.09

4061.76

0.97

2016

337.31

3738.46

1.03

2017

606.09

5278.00

1.01

通过整理实地调研数据，得出每只羊干草的
日均采食量为 1.61 kg，每只羊的饲料日均采食量
为 0.53 kg；每头牛干草的日均采食量为 6.65 kg，
每头牛的饲料日均采食量为 1.59 kg。
从 上 述 分 析 可 以 得 出， 通 常 情 况 下，
是 必 然 存 在 的， 此 时 R(N) 是 N 的 增
函数，即出栏越多，牧户产生的利润越大；当
时，R(N) ＞ 0， 利 润 为 正，
即第一期收益大于第一期草料成本与生产生活基
本支出总和，牧户当期的生产经营是盈利的，
牧户偿债能力增强；当

时，

R(N) ＜ 0，利润为负，即第一期收益小于第一期
草料成本与生产生活基本支出总和，牧户当期的
生产经营是亏损的，牧户偿债能力减弱。
由表 4 可知，2015—2017 年羊羔的出栏量逐
年减少，牛犊的出栏量逐年增加。这可能与锡林
郭勒盟政府为了缓解草场压力，优化调整畜群结
构，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提出的“减羊增牛”
的发展思路有关，即羊的存栏量逐年减少，出栏
量也随之减少；牛的存栏量逐年增加，出栏量也
随之增加。但从总体来看，牧户平均出栏量在逐
年减少，从 2015 年的 276 羊单位减少到 2017 年
的 260 羊单位。

6
通 过 整 理 实 地 调 研 数 据， 得 出 2015—2017
年样本牧户平均打草量分别为 28、43、34 t。
表 4 2015—2017 年牧户平均出栏量
Table 4 Average number of marketable
livestock in 2015—2017
羊羔（只）

牛犊（头）

Lambs（head）

Calf（head）

2015

201

15

276

2016

188

16

268

2017

175

17

260

年份 Year

羊单位 Sheep unit

由 表 5 可 知， 牧 户 在 2015—2017 年 生 产 生
活基本支出大致相近，贷款额度在逐年增加。
将上述调研数据代入

，

同时将计算结果与实际牲畜出栏数量相比可知，
2015—2017 年实际牲畜出栏数量均小于收支均衡
时的出栏量，因此，牧户产生的利润为零，牧户
处于亏损状态，牧户的偿债能力比较弱，且有减
弱的趋势。
表5

2015—2017 年牧户生产生活基本支出
和贷款额度 ( 元 )
Table 5 Basic expenses for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loan amount of herdsman in 2015—2017（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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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生产生活基本支出

贷款额度

Year

Basic expenditure for production and living

  Loan amount

2015

92542.28

100000.0

2016

93505.67

110264.2

2017

92205.57

125285.7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锡林郭勒盟两个旗县 97 户牧户的
借贷情况和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调研，通过数据整
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运用现金流函数和收
益函数评价牧户的偿债能力，结果表明，牧区的
还本能力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牧户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量偿还了所欠的负债后，剩余较少，很
可能无法弥补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量；牧区的付
息能力相对较高，牧户应该有足够的资金去偿还
利息。现金流入时点只存在于出栏时，而现金流
出时点发生在全年的任何时点，现金流入与流出
的不对等，降低了牧户的偿债能力。2015—2017
年实际牲畜出栏数量均小于收支均衡时的出栏
量，因此，牧户产生的利润为零，牧户处于亏损
状态，牧户的偿债能力比较弱，且有减弱的趋势。
牧户偿债能力较弱，导致的主要原因是平均贷款

额度较大，因而需要牧户的出栏规模较大才能有
足够资金偿还贷款 , 即养畜规模较大的牧户能够
通过多出栏和借贷两种策略的平衡缓解偿债能力
弱的风险。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畜
牧业受自身特点的影响和国家对牧区金融政策的
扶持，使借贷行为在牧区普遍存在，但借贷所带
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金
融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正规金融机构
在牧区放贷时也要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提供服
务，根据牧户的实际出栏规模或养畜规模放贷，
养畜规模或出栏规模较大的牧户可以适度增加借
贷额度，反之则减少借贷额度。（2）金融机构放
贷期限应该灵活变动，如将放贷期限延长，或者
规定每年偿还经营利润中的一部分，留下的资金
使牧户能够继续改善经营，增加来年利润，达到
良性循环，实现“双赢”。就政府而言，建议政
府对牧户有外部的资金支持，适时补贴，缓解牧
户的借贷压力，增强其偿债能力。（3）牧区交通
不便利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借贷主体之间无法
及时、准确地获得相关信息。因此，需要政府建
立信息沟通渠道，使借贷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能
够顺畅且及时，如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牧区征信体
系，为广大牧户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平台，向各
类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牧户的相关信息［22］，增加
牧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减少借贷过程中的各
类成本。同时，对提高牧户自身的诚信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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