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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本研究报告比通常的 CGAP 不定期论文要更长、更复杂。本文主

要是为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的计划，管理或评估者准备的。非专业的读者可以仅仅

阅读本文开头的概要部分、结尾的结束语部分（30 至 37 页）。 

 

概要 

 

本文回顾了全国性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的经验 - 小额信贷批发是指通过

或者不通过技术性支持服务，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完整的市场中，将资金向零售

小额信贷机构引导的机制。对小额信贷批发机制有效性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

案，因为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是有限的，不同国家的情况也可能大相径庭，并且

人们对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目标的定义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我们可以从中得

出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其中多数教训与支持商业银行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

的担保机制有关，尽管这种机制并未在本研究过程中涉及到: 

 

 至少在短期内，批发机制可能增加了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可用

资金。 

 然而，阻碍大多数国家小额信贷发展的是缺少零售层次上高效的小额

信贷机构，而不是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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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机构的计划文件通常高估了能够有效使用批发资金的零售小额信

贷机构的数量。 

 当小额信贷批发机构是为了响应大量有能力的零售小额信贷机构而建

立时，此时为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比如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而建立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看起来是 有效的，就像孟加拉国的 PKSF

一样。 

 向有执照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小额信贷批发

机构，很少能够成功地鼓励这些机构在用完批发资金后继续进行小额

贷款。这种模式的唯一的例外是当批发机构的资金与另外一个组织所

提供的日常技术支持相结合时。这个组织（a）自身有运行可持续小额

信贷的记录，（b）能够为小额信贷零售机构提供一个“一切齐全即可

使用” 的管理和信息系统。目前这种技术支持提供者的数量很少。 

 在搭建小额信贷机构与商业融资渠道的桥梁方面，批发机构做得不成

功。实际上，由于从批发机构更容易得到资金，小额信贷零售机构向

商业渠道寻求资金的激励被削弱了。 

 （在考虑了批发机构资本的机会成本之后）要求批发机构自身做到资

金上的可持续发展也许是不合理的。 

 在协调捐赠者和调和他们的要求方面，很少有证据表明批发机构起了

有效的作用。 

 对于批发机构的有效性来说，管理是关键。不应该假定在机构成立后

能够招聘到拥有必要的技术和个人资质的经理，而是应该在计划阶段

就进行仔细的调查。 

 批发机构管理层 重要的功能可能是对要进行融资的小额信贷机构进

行选择。通常合格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有限，当经理面对政治压力

或者要快速支付大量资金的压力时，在应用正确的选择标准方面会有

困难。 

 在批发机构对其融资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监督时，专注于机构实现目

标的情况比要求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大量详细的资金使用报告可能更加

有效。这些目标在数量上比较少、能准确的定义、可以得到认真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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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在批发机构中，政治干预是很普遍的问题，尽管在计划的开始阶段会

保证没有政治干预。 好的保护措施通常是在批发机构的公司治理结

构中使政府的参与程度保持在可能的 低水平。 

 捐赠者和政府倾向于给批发机构追加不切实际的支付款项的压力。通

常， 初只应向批发机构提供适量的资金。其后，与已被证明的需求

和能力相适应，可再增加资金的投入。 

 

一 绪言 

 

尽管成功的例子越来越多，有生存能力的小额信贷机构的绝对数量还是太

少。在大多数国家，这个绝对数量与潜在客户的需要相比, 就更少了。1 所以政

府、国际金融机构和捐赠者2，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私营组织，常常通过建立批发

机构把资金引导到零售小额信贷机构来扩张小额信贷服务。这些批发机构有不同

的名称：小额信贷批发机构、二级银行、国家基金等等。在本文中，批发机构（apex）

这个术语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完整的市场中, 通过提供或者不提供技术服

务或其他支持服务，把资金引导到大量的小额信贷零售机构中去的这样一种机构

组织形式。3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捐赠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是支持小额信贷机构的“批

发机构”，但是他们不包括在这里所讲的批发机构之中。存贷款合作社经常组成

向零售合作机构提供服务的联盟，这些机制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典型的

金融合作社的大部分或者所有资金都来自于社员，而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联盟。在

一些国家存在着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大部分或者所有贷款进行担保的担保机制，从

而帮助其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本研究只包含一种担保机制，但是我们所总结的

经验教训可能适用于全国性的担保机制，因为这些担保机制面临着与全国性的批

                                                        
1 见《小额信贷公告》中所记录的小额信贷机构。从金融角度看，通常有 60 家被归类于可持续的或者近于

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公告》，第 4 期，2000 年 2 月）。 
2 本研究中的所指的“捐赠者”指提供资源支持小额信贷的，非东道国政府的实体，包括官方双边捐赠者、

多边贷款机构、临时基金和其他私营组织。 
3本文没有试图定义“大量”的确切含义。用这个术语仅仅是为强调一个显然的命题：使得批发机构的建立

有合理理由的乘数效应和规模经济取决于市场中能够存活的和潜在存活的零售机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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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金类似的挑战。 

 

本文回顾了全国性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在发展小额信贷过程中的经验。本

文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正在考虑建立批发机构的政府部门和捐赠者，以及将要经营

这些批发机构的经理们。本文主要是基于有关批发机构发展的报告, 其中很多报

告是在准备、监督或者评估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项目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有很少一

些报告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评估批发机构自身的作用和表现。4  一些事例只有几

年时间的材料，并且很多批发机构自身也很年轻，没有很长的记录5。更进一步，

在评估时所采用的机构评估的方法差异很大，国家背景也大不一样，以及对批发

机构的目标所提的不同的观点，都使得我们难以评价批发机构的业绩。 然而，

我们还是可能进行一些总结，提出一些经验教训。 

 

本文区分了有执照的、并受政府金融当局审慎监管的小额信贷机构和那些

没有执照―通常是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执照一般许可小额信贷机构接受

存款、从资本和金融市场上动员资金，以及从中央银行取得流动性支持。本文所

回顾的批发机构按他们所服务的有执照的和没有执照的零售机构数量的不同而

差异很大。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往往拥有银行技术，

并且有很好的融资渠道，因此批发机构的任务是说服并协助他们从其传统客户向

“下游”方向运动，服务于微型企业和贫困家庭。比较起来，没有执照的小额信

贷机构只有较少的途径可以进行商业融资，在发展成可持续的企业过程中也更需

要帮助。 

 

创设批发机构的目的是支持零售小额信贷机构。但是我们究竟期望批发机

构帮助小额信贷机构做什么？评价批发机构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在本

文中清楚的表明这个背后的假设非常重要。笔者的信念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

捐赠资金和政府资金都不会大到或者持久到保证小额信贷服务能一直持续地帮

助数以百万计的需要这种服务的穷人。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当小额信

                                                        
4由CGAP确定的、Claudio Gonzalez-Vega教授指导下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者小组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是在这方面很少的努力之一。目前的这个研究是对那方面努力的扩展，扩充了所列经验的范围。 
5 附录 1 中列出了所包括的机构的清单。可得到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了提到这些信息的相对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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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机构能够从商业来源进行融资时，包括从公众吸收存款，它才能够长期发展。

为了达到这些，小额信贷机构必须从金融角度来讲是自身可持续的―也就是说，

能够覆盖他们所有的成本，包括因为大规模扩张所必须进行的商业融资的成本。

因此，本文不仅提问批发机构能否提供资金给零售机构使其转贷给贫穷的借款

者，还提问批发机构能否为一个国家可持续的小额信贷体系的出现发挥重要作

用。 

 

在回顾关于批发机构的争论时，我们假定这些命题是正确的： 

 在争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有的目标：快速发展的小额信贷是

扩展低收入人群经济机会的一种工具。 

 不同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对如何 好的发展小额信贷没有统一的答

案。 

 即使大家的目标一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捐赠者、批发机

构管理层、小额信贷机构、 终借款人―在评价不同方法的成本和收

益时都自然而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时间范围。 

 

因此，本文不是为发展批发机构确定一个理想的模型。这里只是强调发展

批发机构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借以提醒政策制

定者，机构建立者和那些帮助他们推动工作的人们。 

 

本文的正文回顾了世界各地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的经验，为政府、捐赠者和

其他考虑建立、扩展或者利用小额信贷批发机构作为支持小额信贷发展工具的人

们得出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总结了支持者对批发机构的期望和怀疑者

的批评。第三部分分析了批发机构的业绩表现。第四部分简要地研究了有关行业

性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利率的影响。总结在第五部分。 

 

二 批发机构假定的作用和目标 

 

在讨论批发机构时，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并且非常缺乏实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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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 A 提供了争论的两方对批发机构在实际中或者理论上应该有哪些主要作

用争论的略表。这些陈述都是直接引用正式文献或近似释义于争论的参与者之间

非正式的电子邮件。表 A 会为第三部分回顾批发机构不同作用的实际表现打下

基础。 

 

表格 A：关于批发机构作用的两方观点 

 

作用 拥护者的观点 怀疑者的观点 

使小额信贷机构能以更

优惠的条件获得更多资

金资源 

批发机构提供了一个窗

口。通过这个窗口，与行

政性的直接贷款相比，政

府、捐赠者和国际金融机

构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注

入到小额信贷领域。 

目前资金并不是扩张小

额信贷服务的主要约束

条件；瓶颈在于缺乏合适

的零售能力。 

从根本上来说,把焦点放

在建立一个鼓励向小额

信贷机构贷款的机制上

是错误的；核心问题是小

额信贷机构自身的财务

可持续能力。 

 

在一些国家，对于小额信

贷机构来说，在商业市场

融资不是一个现实的选

择。 若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得

到便宜且廉价的批发资

金，这将减小其自身从市

场上获取资源的动力。 

通过给予更多数量的小

额信贷机构以资金和技

术支持，来建立小额信贷

行业 

通过快速扩张小额信贷

机构的数量和其服务更

多顾客的能力，批发机构

能够实现重要的乘数效

应。 

批发机构是建立在这样

一个良好的愿望上：可以

用资金来换取机构能力

的提高和机构数量的显

著增加。 

有效的覆盖一个国家的

小额信贷市场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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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小额信贷机构。 

在被支持的小额信贷机

构的数量和每个小额信

贷机构所需要的深层次

的机构建设支持这两者

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权衡。

选择可持续的和有可持

续潜力的小额信贷机构 

因为他们更接近、更熟悉

当地市场，批发机构比外

部借款人/捐赠者更能发

现 有能力的小额信贷

机构。批发机构能够用较

少的成本来做到这一点。

批发机构自身经常缺乏

技术能力来评价和监督

小额信贷机构，在选择小

额信贷机构时很难免于

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

批发机构更容易受到来

自政府和捐赠者批发资

金的强大压力。 

更好协调捐赠者 通过集中捐赠者的行动，

批发机构能够使小额信

贷机构免于捐赠者的压

力，使不同捐赠者的方

法、标准、报告要求等等

趋于一致。 

每个捐赠者的弹性都受

到其自身法律和政治要

求以及所持观点的约束。

因此批发机构要么仅仅

只有一个捐赠者，要么就

要以极高的成本为每个

捐赠者保持单独的帐簿、

执行单独的标准、贷款

高限额、方法和报告要

求。批发机构只是将这些

成本传递给了小额信贷

机构，并在其运行过程中

增加了一个成本层。 

达到了方法的标准化，批

发机构也就抑制了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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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新精神。 

建立小额信贷机构的客

户群体 

作为一个专业化的技术

中心，并能许诺提供资

金，批发机构能够很好的

提供有助于发展可持续

小额信贷机构和监督其

业绩的原则、方法、业务

发展战略、管理信息系

统、管理及治理结构方面

的指导等。 

批发机构的存在使得捐

赠者在建设零售层面能

力上避免了“艰难的过

程”。然而，无论是在批

发层面上还是在零售层

面上，能够存活的小额信

贷机构能力的发展过程

是缓慢的, 代价高昂的。

在开始阶段，批发机构自

身同样缺乏能力，经常缺

乏为合适监管和执行标

准所需的信息系统。可能

将创建一个有效的批发

机构的时间和成本用于

发展必要的零售能力更

好。 

大多数批发机构与其客

户的有效距离以及与国

际经验的有效距离抵消

了所宣称的批发机构的

信息优势。 

在小额信贷机构和金融

市场/资本市场之间建立

桥梁 

根据其自身的规模、状况

和外部资金的可获得性，

批发机构能够提供信息

和创造金融工具(比如，部

分担保)来促使小额信贷

机构逐渐有能力进入国

由批发机构所提供的大

额并且通常是低于市场

价格的资金以及来自批

发机构的很少约束使得

小额信贷机构免于市场

纪律的约束，削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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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本市场。 向市场寻求资金的动力。

若批发机构自身没有获

得财务可持续，它与市场

的联系和它的担保是没

有多少价值的。 

通常，批发机构实际上没

有获得在商业市场上融

资的途径，也没有得到使

其在这些市场上融资更

便利的途径。 

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监

管 

作为一个专业机构，比起

任务繁重的中央银行和

银行监管者，批发机构更

能按照运行良好的小额

信贷的特定要求对小额

信贷机构进行监管。 

即使批发机构有审慎性

监管所要求的技术和信

息系统，这个功能将与其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产

生严重的利益冲突。 

减少技术支持、培训和后

台部门活动的成本 

在给定很大规模的条件

下，批发机构能够以比单

独小额信贷机构更低的

成本提供(或者与其订立

契约)技术支持和其他支

持活动，这些节约的资金

将使他们的客户受益。 

在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

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情况

下，预期的规模经济是虚

假的。 

建立和维持批发机构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批发金融中介组织 

 

批发机构接受大量的资金，将其重新打包为较小金额的资金，并将这些资

金作为贷款、赠款、或者技术支持投向零售小额信贷机构。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

像他们贫穷的顾客一样，不被国内或者国际金融市场所认可，或者被认为是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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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他们通常是没有执照的，并且不允许接受存款，不知晓或者没有能力掌握

快速发展中的小额信贷技术，因此限制了其覆盖潜在客户、实现规模经济和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一些国际捐赠者和金融机构发现直接向零售小额信贷

机构━特别是规模小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有用的支持和监督

非常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批发机构来作为数量少的大额资金的提供方

和数量多的小额资金使用方之间的桥梁。 

 

对于一个批发机构来说，为了实现假定的规模经济(这个规模经济使设立该

批发机构有了合理性)，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有生存能力的零售机构客户为基础,

从而服务于 终产品或者市场的消费者。批发机构的批评者没有怀疑小额信贷服

务潜在的巨大的 终市场。但他们怀疑现存小额信贷机构提供零售服务和实现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充分的零售能力，而不是资金，约束了小额信贷机构覆盖

率的提高。实际上，很多国家的批发机构提供给小额信贷机构优惠的再借款可能

减小了后者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动力，从而抑制了其覆盖率的扩张。 

 

建立零售小额信贷市场 

 

在很少的事例中(通常孟加拉国的 PKSF 是被引用 多的例子)，足够数量的

能够持续的或者有潜力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存在使得批发机构的出现合理。这

样的批发机构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或者使得小额信贷机构更容易取得国内和国际

的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中，只发现很少几个 — 如果有的

话 — 能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在一些例子中(比如，肯尼亚的 K-Rep 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的 FondoMicro)，设立的批发机构无法找到和吸引足够数量的可持续的

小额信贷机构来支持其批发功能， 终这些批发机构自身变成了零售机构。在没

有聚集起必要数量的可持续的零售小额信贷机构的地方，批发机构能够成功的建

立小额信贷零售机构吗？如果能的话，需要多长时间？机会成本是多少？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可以把认为批发机构能够发展小额信贷机构的市场，从而有能力覆盖

更多的目标群体的拥护者和怀疑者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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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机构提高零售小额信贷机构竞争力的能力或取决于它在零售小额信贷

方面自身已获有的专门技术，或取决于它与单个的小额信贷机构相比，能否利用

其优势地位更好的获得已有的专门技术并服务于小额信贷机构。这还取决于批发

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批发机构激励、支持和监督其客户发展可持

续的能力。支持者认为，在选择可持续机构的候选人、并向它提供必要的指导和

监管方面，一个地区批发机构比政府或者国际捐赠者和金融机构都处于一个更有

利的位置。而怀疑者认为，国内批发机构很少有这些实现这些功能所必需的专门

技术和机构独立性。他们还认为，即使拥有这些技术和独立性，培育小额信贷机

构所需的劳动强度严重限制了单个批发机构能够培育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如

果批发机构自身的员工对于小额信贷是陌生的，那么就需要额外的时间和成本来

发展他们支持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一些怀疑者亦认为，这些时间和资源开始就

直接用于发展一些小额信贷机构会更好。这些批评注意到：服务于一个大型的小

额信贷市场并不一定需要很大数量的小额信贷机构，在小额信贷相对发达的大多

数国家，大部分客户都是由所在国的一小部分小额信贷机构服务的。尽管在那些

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小额信贷机构数量较少，但却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不是寡头

勾结。 

 

在小额信贷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建立桥梁 

 

批发机构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它接受贷款和赠款再重新配置给小额信贷零

售机构。然而，当小额信贷机构向财务可持续性迈进时，批发机构也可以在小额

信贷机构和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其他储蓄机构，债券

和股票市场)之间架设桥梁。他们能够通过很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首先，小额

信贷机构向批发机构偿还债务也许向市场表明了他们的可信度以及对他们进行

贷款或者投资的潜在利润。批发机构也能向市场提供有关小额信贷机构金融业绩

的信息和评级，尽管批发机构为其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评级在某种程度上存

在利益冲突。 后，批发机构可以在建立市场桥梁工具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比

如，为小额信贷机构金融票据进行部分担保。然而怀疑者说，为了使批发机构起

到一个担保者的作用，批发机构必须以其自身的金融业绩保证或者得到更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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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可假定是政府)从而被市场认为是财务可持续的。在很多例子中，更重要的

是，批发机构通过为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而破坏了这样的桥

梁。 

 

捐赠者协调 

 

拥护者把批发机构作为一种避免小额信贷机构被不同捐赠者花费巨大且经

常是自相矛盾的要求所干扰的有效机制。每一个捐赠者都带来了自身的项目目标

和目标群体，有不同的项目过程和要求。捐赠者急于使他们国内的有关各方看到

快速的收获，也许会迫使小额信贷机构以比银行审慎性所要求的更快的速度贷出

资金。 

 

原则上，小额信贷专家广泛认同应减少捐赠者带给脆弱的小额信贷机构管

理层沉重的成本和自相矛盾的要求。批发机构作为一个分配资源的集中渠道，能

够协调捐赠项目，中和捐赠要求，与捐赠者一起使方法和报告要求标准化，从而

减少他们支持的有效成本。然而怀疑者认为，上面所讲的事很少发生。有人指出，

捐赠者改变要求的弹性很小。批发机构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要求和成本传

递给小额信贷机构，只是将自己插入这个“文件流”中去作为另一个(并不是无

成本的)传递点。更重要的是，在批发机构成功实现将小额信贷业务标准化的时

候，批发机构也抑制了机构发展适合当地情况的小额信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  

 

一些作者建议，在批发机构掌握有关小额信贷特定的专业知识并熟知小额

信贷机构的条件下，批发机构是提供密切监管的极好机构。这里的有关密切监管

指的是获取执照所必需的，但又在正规监管当局能力之外的监管。怀疑者反驳说，

大部分批发机构仍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监管方法来满足他们自身的业务需求，更不

用说能对小额信贷体系提供审慎性的监管。更进一步说，就算他们有这样的能力，

这样会有这个问题：批发机构监管他们自己的客户，这对他们客户的竞争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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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微妙，那就是作为监管者的批发机构面对关闭它自身一

个客户的决定时，这个客户可能对该批发机构有未偿还的债务，对其他批发机构

也可能有未偿还债务。无论如何，由于缺乏实际的例子，本文对批发机构的这种

可能角色不作深入研究。 

 

三 现存的批发机构是如何实现上述作用的？ 

 

在勾画出有关批发机构争论的主要议题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批发

机构实际业绩的记载。 

 

批发机构增加了小额信贷的资源供给吗？ 

 

就短期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有可能是肯定的。捐赠者，特别是国际

金融机构，发现给吸收能力有限的小额信贷机构发放小金额的贷款特别困难。在

没有批发机构作为中介时，这些贷款者可能不会贷给小额信贷机构哪么多的资

金。在大多数例子中，批发机构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管理从一个或者更多的国际金

融机构或者双边贷款中得到的小额信贷资金。这包括孟加拉国的 PKSF、哥斯达

黎加的 ACCORDE (以前叫做 CINDE)、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FondoMicro、斯里兰

卡的 NDTF(以前叫 JTF)、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央银行中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组。

更近的是摩尔多瓦的 RFC 和波黑的 LIDs。在其他例子中，现存的二级机构，诸

如秘鲁的 COFIDE 和哥伦比亚的 IFI，已经使外部贷款人可以扩大对小额信贷零

售机构的资金支持。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案例研究都表明批发机构的活动都是伴

随着接受信贷的人数和微型企业数量的显著增长而展开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第一跟通过批发机构再贷款的增加有关。

当外部捐赠者向批发机构贷款后，它是增加了可用的小额信贷资金的总额呢？还

是仅仅替代了本应通过其他渠道引进的小额信贷资金？因为资金具有替代性，存

在着很多替代方法，所以很少是百分之一百的增加。表格 B 勾画了增加的资金

被替代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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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增加的资金被替代的途径 

中介水平 接受者的特征 替代的可能性 

从捐赠者到批发机构  批发机构通常难以融

资商业资金。 

 捐赠资金会替代政府

向批发机构的赠款。 

 批发机构通常正是为

接受政府和(或者)捐

赠资金而建立的。 

 捐赠者和政府对批发

机构的支持会替代他

们向小额信贷机构直

接提供的支持。 

 捐赠者和政府的捐献

会替代具有市场可信

度的批发机构的市场

融资。 

 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来自批发机构的资金

也许只占很小的份

额。 

 批发机构的资金，特

别是以低于市场条件

提供的资金，会减少

接受者吸收存款或者

从事其他基于市场的

融资活动的动力。 

从批发机构到有执照的

零售机构 

 多样化的贷款组合，

小额信贷可以只是其

中很小的一部分。  批发机构的资金会替

代接受者本可以从其

自身资源中转贷的部

分。而这部分现在被

用于其他用途了。 

 通常，这样的零售机

构专注于小额信贷领

域。 

从批发机构到没有执照

的零售机构 

 

 

 批发机构资金，特别

是优惠的资金，会使

小额信贷机构不积极

追求自身的财务可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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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减小向有执照的机

构转变的动力。  零售机构经常被市场

认为是不可信的，或

者被法律禁止吸收公

众存款或向公众借

款。 

 会减少小额信贷机构

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

的动力。 

 

增加资源 主要是体现在批发机构这一层次上。甚至在这一层次上，人们都

可以辩论：提供给批发机构的外部资源也许仅仅是代替了捐赠者本来可以直接给

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批发机构本来可以从政府6得到的资金、或者批发机构本

来可以从当地金融市场上筹集到的资金(虽然其利率更高)。反过来有人辩驳说，

建立批发机构常常是为了接受本来不存在的小额信贷外部资金。关于非政府融

资，很少有批发机构建立了足够的信用去当地或者国际金融市场融资。那些能够

去借款的很少几个批发机构，诸如秘鲁的COFIDE，并不是专注于小额信贷领域，

在从外部捐赠者所得到的指定用于小额信贷的资金之前并没有为小额信贷机构

融资。 

 

在零售机构的层面上, 资金的替代问题更多一些。在此，应区分有执照的和

没有执照的零售机构。 

 

有执照的零售机构，诸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存贷款协会，能够从存款者

或者金融市场上筹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典型的多样化贷款者，他们只有一小

部分资产是小额贷款。很多研究表明批发机构的贷款，特别是低于市场利率的贷

款减小了零售机构筹资的动力，就像玻利维亚的BancoSol和Caja Los Andes一样。

玻利维亚的这两个机构，已经清楚显示了其筹集存款和获取市场资金的能力。尽

管也有报告说批发的这些贷款增加了更贫困家庭或者特定少数民族群体接受帮

助的范围 (例如在厄瓜多尔)。在零售层面上，对一些服务于信贷联盟的批发机

构的评价也报告了类似的筹资动力的减弱。在另一方面，一些拥有很大的小额信

                                                        
6 当然，出于其他目的，政府资金也许已经被代替和重新配置了。这是所有外部资助都面临的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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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贷款资产的私人银行━如斯里兰卡的Hatton银行━已经不从批发机构吸收资

金了，他们更愿意依靠他们自己筹集的资金。7

 

上文所说的“增加” 的贷款也会因零售机构把批发机构的资金用于小额信

贷，而把他们本应配置给小额信贷的资金转移到其他用途而减少。美洲发展银行

设立了很多对有执照的零售机构(银行、金融公司和信贷联盟)的小额借贷进行投

资的“全球小额项目” 。例如，在 1997 年对萨尔瓦多的全球小额项目的一个评

价中提到了参与机构已经先于这个项目发起之前就进入了小额信贷市场。在参与

这个项目的机构和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机构之间，在微型企业获得信贷方面没有

发生显著变化。在其他国家 ”全球小额项目”的一些评价报告中，美洲发展银行

发现商业银行利用了很大一部分从批发机构作为中介得到的资源贷给他们的传

统客户，有些时候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他们的这些客户作为美洲发展银行贷款的

目标客户上报。在厄瓜多尔，在全球小额项目运行的头三年里，BNF (一个国家

发展银行) 就利用了 60%全球小额项目的资金，部分原因是因为商业银行对此缺

乏兴趣。评价报告得出结论说，通过BNF所零售的绝大部分资金都被用来增加向

老客户的贷款。8

 

另一方面，从巴拉圭报道了显著成功的例子。评价报告说，在巴拉圭，由于

小额信贷行业竞争激烈，外部资金的注入明显提高了一些参与的零售机构贷款中

小额信贷的份额。然而，这个巴拉圭案例的决定性因素是由德国咨询公司 IPC 提

供给批发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的长期的, 高强度的、可操作的技术支持。德国咨

询公司 IPC 在小额信贷领域有着多年成功的经验，它能把这些经验向巴拉圭的机

构进行传播。另一个正面的例子是通过秘鲁的市政储蓄和贷款协会 (Cajas 

Municipales)向微型企业进行的贷款扩展。全球小额项目的资金由 Cofide 作为中

介使得这个扩展成为了可能。在此来自 IPC (在德国技术公司(GTZ)的支持下)的、

高强度的长期的技术支持也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案例中，技术支持来自于在小额

信贷领域中有着成功记录的机构，并且这个支持远比大部分批发机构提供的支持

                                                        
7 据报道说对于可能的政治干预的关注已经抑制了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从公共批发机构中吸取

资金。 
8 BNF的到期未付款比率在所有的参与零售商中是 高的。三年后，国际小额项目不准BNF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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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要高。 

 

虽有例外，但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零售机构倾向于更专业化，并且一般没有

存款资源或者商业融资的途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贷款这一方面就不存在对

于增加的损耗。但并不总是这样。例如，下面这一点也许并不明显：由孟加拉国

的 PKSF、玻利维亚的 FundaPro 和 NAFIBO、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FondoMicro 提

供给大型的、成功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是不是简单地替代了那些非政府组织本来

可以从其他来源, 包括从投资这个批发机构的捐赠者那里吸收的资金？在斯里

兰卡的 NDTF 的案例中，有报道说一些非政府组织客户将 NDTF 的资金取走，

将他们自身的存款资金存入商业银行账户上以享受高利率。更进一步的，一些案

例研究提出了接受批发机构的资金对于小额信贷零售机构自身财务可持续性、正

规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动机的影响。 

 

综上所述，建立批发机构确实便利于政府、双边捐赠者、国际金融组织向小

额信贷注入大量的资金。若政府、双边捐赠者、国际金融组织直接把资金注入零

售机构，其金额很可能就要少于通过批发机构所能达到的金额了。尽管存在上述

各种的“漏出”，看起来通过这种媒介确实增加了资金，至少从一定的时间点上

看是这样。 

 

然而，涉及到的资金总额在一方面必须从对资金的需求来看，另一方面，必

须从批发机构的管理能力来看。虽然 PKSF 被认为是相对成功的批发机构，但根

据本文写作时能够得到的 CDF 数据，它仅仅提供了孟加拉国 15%的小额贷款资

金(不包括政府银行和政府部门的小额信贷活动)。因此，在发展的框架下，人们

必须回到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上去。由政府和外部来源提供的资金在金额上受到内

在的限制，在期限上也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小额信贷覆盖的目标只有在所需资源

能由小额信贷体系自身产生时才能实现。批发机构能够注入额外资源使这个过程

有一个“跳跃式的开始”，但是批发机构融资并不会确保这个过程能成功。 

 

资金是主要的约束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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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发展起来以后的小额信贷零售机制能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增值并发

挥杠杆作用时，通过批发机构所争取到的额外的资金才能长期发展。尽管资金对

于实现一些必要的机构变革会有用，但资金本身并不是抑制健康的小额信贷体系

发展的首要因素。 

 

几乎所有的回顾文献中都提到一个关键的约束因素是缺乏有效的零售能力，

即小额信贷机构能否实现自身财务的可持续性。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批发机构能

否对发展小额信贷可持续的零售能力做出显著的贡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远

未清晰。 

 

在这一点上，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目标不是小额信贷机构数量的 大化, 而是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体系。在一些例子中，比如斯里兰卡的 NDTF，在批

发机构创立之后,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快速扩展。其中很多主要是为

了获得优惠的小额信贷资金而建立的，并没有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在案例

研究中，应注意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以下两种进程。在一些例子中(比如洪都拉

斯的 Fundacion Covelo)，在新设立的小额信贷机构数量猛增和（或）现存非政府

组织和其他机构投入小额信贷活动之后，对小额信贷机构数量的调整就开始了，

一些机构不是经营失败，就是因为批发机构条件的不断强化而退出项目。在另外

一些例子中(比如肯尼亚的 K-Rep、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FondoMicro、哥伦比亚的

Fundacion Carvajal)，批发机构成立后发现严重高估了潜在的合格零售小额信贷

机构的数量， 终他们不得不自己投入到零售业务中去。相反，目前 成功的批

发机构之一 PKSF，服务于一个很大数目的零售小额信贷机构 (2000 年 5 月时是

174 个，其中 161 有贷款)。尽管这样，PKSF 发现自己只有能力为申请其贷款的

一小部分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服务。印度的 FWWB 也服务着类似数量的零售机构

(在 2000 年开始阶段是 74 个)。尽管面对着巨大的未满足需求，FWWB 的有限资

源和它对健全的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关注使它每年只接受5到 6个新的小额信贷

机构。在 FWWB 开始批发机构操作 10 年以后，其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仅仅只

有 18，500 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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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国家缺少经营良好的零售小额信贷机构，批发机构的贷款组合往

往高度集中。极端的例子也许是FondoMicro和BMI(萨尔瓦多)。在 20 世纪 90 年

代的中期，对ADEMI和Financiera Calpia这两个机构的贷款占了他们贷款总量的

90%。ADEMI是拉丁美洲 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很明显，

这些例子中的零售机构对于批发机构的重要性远比批发机构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大。甚至当一个批发机构服务于很大数量的小额信贷机构时，它的贷款也往往集

中在少数几个机构。在巴拉圭的全球小额项目中， 1996 年两个零售机构的贷款

占了项目的 52%，另外的两个占了另外的 31%。在厄瓜多尔，BNF这个国家发

展银行利用了超过 60%的批发机构CFN转贷的资金，占了将近一半的二级贷款 

(然而实际上这些钱很少被用于小额信贷) 。在 1998 年，南非的Khula向 38 个小

额信贷机构进行贷款。这些机构中 大的一家客户数超过了 18,000，同时其余机

构的平均客户数只是 500 人左右。PKSF的 161 个现有借款者中，三个借款者

(ASA、Proshika和BRAC) 占了目前全部贷款额的 56%。9 这些机构和PKSF的很

多其他零售机构客户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们的规模至少不会影响他们直接从捐

赠者哪儿得到资金。 

 

零售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提高零售机构的能力既是批发机构 重要的任务，又是评估批发机构业绩时

难评估的部分。就像批评者很快指出的，在世界各地只能发现相对较小数量的

自身能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这一事实表明：批发机构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很

大贡献。更进一步，批发机构在建立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过程中，似乎没有

发挥多大的作用。实际上，在大多数例子中, 他们可持续性的获得先于批发机构

的成立，并且似乎还促成了批发机构的建立。 

 

一些人会说，得出这么悲观的结论也许是太早了。在缺乏对银行业基本原理

的理解和缺乏银行业业务的经验之前，一个没有执照的机构一般需要 3 至 5 年或

                                                        
9 2000年 6月孟加拉国的信贷和发展论坛统计公告报告说Grameen银行和 572个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服

务了 12,600,000 个客户成员。尽管这个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很大，几乎四分之三的客户仅仅由 大的五家

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服务，8%的客户由接下来的五家进行服务，4%由接下来的十家进行服务，只有 14%由

剩下的 552 家进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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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多时间才能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对于有执照的金融机构，经验已经表明(见

下文)采用小额信贷的观念和技术同样是困难的和耗时的。批发机构同样需要时

间来建立他们的内部政策和系统。 

 

另一方面，据本文所收集的信息，超过一半的批发机构都已有 7 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显示结果了。无论如何，当在零售层面上能够看到质

量提高时，很难有确切的把握将其归功于批发机构的活动或者其他因素，任何一

个案例研究都没有试图发展出一种验证的方法。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可以描述不同的批发机构在改善小额信贷机构和

改进他们财务可持续能力上所作的努力。这里, 还是有必要区别有执照和没有执

照的零售机构。 

 

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建设 

 

很多捐赠机构━ 有名的就是国际开发银行━近年来指定批发机构把贷款

转贷给有执照的、受监管的金融机构( 通常的就是商业银行或者金融公司)。10 

由于这些机构接受政府机构审慎性监管，财务可持续性就不是支持能力建设的中

心议题了。11此时，目标换成了让那些机构对小额信贷潜在的盈利性“加深认识”，

从而鼓励他们采用所要求的技术、扩大目标群体的范围。 

 

这方面的经验令人失望。在案例研究中，很少发现有项目能引导有执照的金

融机构把小额信贷制度化、独立化、并扩展小额信贷业务。 成功的例子，像上

文所说的那样，似乎是巴拉圭的一些机构。在巴拉圭，在 初的全球小额融资和

德国咨询公司 IPC 所开展的相关技术支持的鼓励下，一些银行和金融公司积极的

向小额信贷领域进军。这个例子中除零售机构显然的乐于接受之外， 引人注目

                                                        
10 很多双边捐赠者，如德国和加拿大，往往与信贷协会和信贷联盟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早些时候已经说

明了原因，本文没有对这些经验进行检验。 
11 通常，国际开发银行的国际小额项目的贷款对于参与的金融中介在监管当局的审慎性监管要求之外确实

适用了合适标准。这儿的问题是：一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它参与这个项目的前提，而不是这个项目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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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IPC 的承诺和努力：基于它自身多年的经验，IPC 向零售机构提供了一整套

的系统和方法。在哥斯达黎加，仍旧是与 IPC 合作，也尝试了类似的方法，但没

有起作用，因为参与银行没有兴趣。 

 

在 GTZ(德国技术公司)/IPC 长期技术支持下，秘鲁的市政储蓄和贷款协会和

几个已经专注于消费信贷的小银行，也进行了积极的响应。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

根据国际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的项目评估，银行在介绍小额信贷机构技术方面做

得很少，在这个领域没有做出明显的长期承诺。在看到积极响应的地方，人们认

为更多的原因是传统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促使银行寻求新的业务，而不是因为能够

得到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持。 

 

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建设 

 

不同国家的批发机构在提供能力建设方面采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从基本上

什么都不做到提供广泛的培训、咨询服务、转让软件等等。给予小额信贷机构提

高自身能力的动力也有很大不同，从不严格的，甚至是不关心的态度到以接受指

定的技术支持或者培训以及执行严格的业绩标准为贷款条件。 

 

对于参与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标准。 很多批发机构至少在名义上设立了选择

小额信贷机构和界定他们持续参与资格(见表 C)的明确标准。从很多外部捐赠者

的角度来看，这是批发机构的一个首要功能，它使得捐赠者不必自己去选择小额

信贷机构, 并避开从竞争的小额信贷机构中挑选出合适机构政治上的困难。在很

多案例中，设立这些标准的目标是确保零售机构的金融稳健或者激励他们向金融

稳健的方向努力。选择标准也反映了一个批发机构帮助特定经济群体的内部法规

或者原则倾向。例如，PKSF 的目标群体是乡村中的无土地人口；小型农户是菲

律宾共和国的 PCFC 的主要关注对象；贫困妇女是印度的 FWWB 的首要关注对

象。这种选择标准把参与机构主要于限定那些有同样目标群体的零售机构。一些

批发机构也对参与机构的类型进行限定，比如限定为商业银行(如厄瓜多尔的

CFN 和国际开发银行在拉丁美洲的其他一些全球小额项目)、储蓄和贷款机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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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的 RFC)、信用协会(如贝宁的 FECECAM)、或者非政府组织(如多米尼

加共和国的 FondoMicro)。对于其他来说，只要是专门或者很大程度从事小额信

贷的, 各种类型的零售机构都可以参与，。 

 

对特定捐赠者提供的资金可以设立额外的标准。比较典型的是包括 大和平

均贷款额，以确保这些资金用于低收入的借款者。也可以指定目标行业或者经济

群体。当这些条件与批发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的标准条件差别太大的话，就增加

了报告和监管的成本和复杂性。 

 

表格 C：批发机构融资条件的案例 

国家 批发机构                  融资条件 

阿根廷 FONCAP  专门致力于小额信贷 

   ·独立的会计帐户 

   ·独立的、专门的核心管理团队 

   ·如果有母公司的话, 独立于母公司的其他活动， 

 有 3 年的实现自身可持续的行动计划 

 外部审计 

PKSF 孟加拉国 对于 初的贷款 

 有在农村贷款的经验、集中于农村无地人群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 

 良好的贷款回收 

 充分的人力资源 

对于后继贷款 

 对以前贷款的使用感到满意 

 对 终贷款者的高贷款回收率(超过 98%) 

 及时的还款给 PKSF 

 满足报告要求 

 有扩展潜力 

LIDs 波 斯 尼 亚  明确的远景规划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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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的商业计划 — 黑 塞 哥

维那  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系统 

 合适的内部控制 

 平均每笔贷款低于 10,000 德国马克 

 逾期 30 天或者以上的贷款少于贷款余额的 5% 

 每年的呆帐贷款核销少于 3% 

 以新还旧的贷款少于 5% 

 经营收入中能覆盖所有的成本 

 资产的 10%为本地资源而不是利润留存 

CFN 厄瓜多尔  由银行监管机构发放许可证和监管 

 逾期 90 天的贷款比率不能超过 8% 

 资产利润率至少为 1% 

BMI 萨尔瓦多  由银行监管部门监管 

 逾期 45 天以上的贷款减去呆帐准备金不超过贷款

余额的 3%， 

 资本为正值，在法定 小额以上 

 从项目中来的资金不能超过储蓄和定期存款的

25% 

RFC 摩尔多瓦  储蓄和贷款协会 

 符合审慎性监管 

 在贷款申请和会计上已经得到了技术支持 

 超过 60 天的逾期贷款不超过 10% 

RMDC 尼泊尔  至少有 3 年操作小额信贷和吸收小额储蓄的经验 

 目标对准贫困的农村妇女( 少 80%为妇女成员) 

 少要 500 有贷款的客户 

 少 20%的储蓄余额比贷款余额 

 少 90%的贷款回收率 

 少 250,000 尼泊尔卢比的净资产，和 500,000 尼

泊尔卢比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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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的机构和管理能力，有能力的董事会，合适的

内部培训能力，在小额信贷方面经过培训的雇员，

会计，财务管理 

PPAF 巴基斯坦  在对准贫困人群方面已证明是有效的 

 正如商业计划所表明的该机构正在实现金融可持

续性 

巴拉圭 中央银行  由银行监管部门监管 

 超过 30 天的逾期贷款不超过 10% 

 超过 90 天的逾期贷款不超过 3% 

 利润不低于 0 

 归于 C、D 和 E 类的贷款不超过 10% 

 资本充足率至少为风险加权后资产的 8% 

COFIDE 秘鲁  由银行监管机构监管 

 符合所有审慎性监管要求、法定储备金要求，没有

干预 

 逾期贷款不超过 12.5%，逾期贷款率不能比整个系

统的平均逾期贷款率高过 30% 

 利润不能少于 0 

PCFC 菲律宾  至少 500 个小额信贷客户 

 (对于有执照的金融机构而言)资本比风险资产的比

率至少要达到 10% 

 净营业收入为正，非政府组织的净营业收入不包括

赠款 

 回收率高于 90% 

 

大多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批发机构将财务可持续性当作项目的结果，而非

准入要求。 初的参与标准为有向财务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指标，在某些情况下，

就是一个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清楚的业务发展计划。随后就要通过监测指标来看

小额信贷机构是否根据事先确定的指标取得进展, 从而决定该机构能否继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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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批发机构在确定和执行财务可持续性的严格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当

FondoMicro 1990 年开始营业时，人们期望它能服务大约 200 个小额信贷机构。

这个批发机构严格的执行了它的条件：到 1994 年，只发现三个零售机构符合要

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发机构官员在判定零售机构的业绩时有很大的自由。然

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筛选不到位。尽管由 PKSF 确定的参与条件往往是相当宽泛

的，但据报道只有略多于 10%的小额信贷机构 初的贷款申请被批准了。 

 

在能力建设方面的证据     有记录的客户小额信贷机构在财务可持续性方

面取得的进展会为批发机构的能力建设所作的贡献提供一些证据。不幸的是，没

有一个有效的案例能提供这样的数据，或是因为这不是研究的焦点，或是因为从

批发机构自身得不到这些数据。对乌干达的CMF 近所做的一个评价报告论述

了这个批发机构的关联小额信贷机构在向银行发展方面的行为变化。具体而言，

该评价说，作为CMF培训和技术支持的结果，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把补偿完全成

本作为确定利率的基础，执行贷款跟踪系统，改进其会计系统，从而极大的减少

了逾期贷款和损失比率。一个引入“小额信贷 佳实践”的已得到证明的承诺是

取得CMF捐赠资金的资格之一。在 1999 年的中期，接受过CMF技术支持的小额

信贷机构准备了超过 20 个的赠款申请。秘鲁的COPEME (其合作对象包括有执

照和没有执照的零售机构)不提供任何贷款或者赠款12。客户的主要动机是从其得

到技术服务值。下文中还要讨论这些案例。 

 

为了监测发展趋势、分析影响业绩的主要变量，小额信贷专刊（MBB）维

护了一个关于全世界 100 多个主要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率、效率和财务状况的数

据库。在秘鲁，COPEME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包括它所有客户机构的数据库。在取

得相关的小额信贷机构同意后，捐赠者和其他融资机构可以得到该机构的数据。

汇总数据分成四类机构来发表：前三种机构是未受监管的机构、以贷款方法来区

                                                        
12 因此，COPEME不被认为是一个本文定义的批发机构。然而，它的确表明了支持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一

个有趣方法。除它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之外，COPEME已经为小额贷款者组织了一个信用局、并为小额信贷

机构的金融业绩组建了一个数据库和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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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为个人贷款、小组贷款、社区银行。第四种是受监管的机构。像MBB一

样，COPEME根据国际会计标准和资金的市场成本对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数据进

行了很大的调整。13 并不奇怪，这种账户调整对机构的可持续性的评估有很大

的影响，反映了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所得到的补贴资金以及其中很多机构没

有预提足够的贷款损失金。对于以上四种机构平均来说，1999 年第一季度未调

整的数据表明从贷款上所得的净收入与营运成本的比率从 77%到 116%。而在调

整之后，成本回收比率降到了 25%和 61%之间，远远低于财务可持续性的要求。

14

 

世界银行 近对PKSF的 161个有效的零售机构中的 21家中小型机构所做的

研究报告提供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报告。15 21 家机构中，只有 3 家贷款的平均规

模和客户数在增长，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单位营运成本的下降。所有机构中，只有

1 家贷款收入能补偿所有非金融性支出，18 家能补偿他们借款资金的成本，包括

储蓄存款的成本。然而，若PKSF对其贷款收取市场利率的话，就没有一家可以

补偿完全的财务成本。16 从PKSF借款的成本为 3.0%到 4.5%之间。我们可以比

较，一家样本内商业银行向非政府组织收取的利率是 9%。17

 

以上数据是一个时点的财务业绩。在大部分案例中，批发机构自身也许没有

这些必需的信息来作出这种评价，并分析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进步。甚至当设立

了严格的报告要求时，评价人报告说，只有很少的批发机构有必要的监测工具来

收集并分析信息，通常小额信贷机构并没有准备提供这些信息。实际上，对于培

训和技术支持来说，会计系统和贷款监测系统是 重要的领域。另一方面，相当

宽泛的主观认定的参与标准要由严格的报告要求和密切的监测(包括经常的现场

调查)，以及严格执行合约来支持。这就是据报道所说的 PKSF 的方法。 

                                                        
13 COPEME作的主要调整包括根据秘鲁银行监管机构的标准建立贷款损失准备金，将逾期贷款的等级降低，

对以补助利率接受的任何资金都引入市场利率的概念，只有当实际收到利息时才确认，适用通货膨胀调整

方法，排除与贷款活动不相关的收入和成本(比如，对借款人、政府管理项目的培训或者技术支持)。 
14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单个机构之间巨大的差异。这些数据也没有包括CMACs的数据。

CMACs的小额信贷贷款是属于秘鲁质量较好的贷款之一。 
15 在样本中的 21 家小额信贷机构中，14 家的成员超过了 5000 名，这 14 家中有 6 家的成员超过了 10,000
名。所有这些机构与PKSF的关联关系都超过了 5 年或者更多时间。 
16 这个样本没有包括ASA这个PKSF 大的客户小额信贷机构。ASA被认为是有金融可持续性的。 
17 像下文中所深入讨论的那样，PKSF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再贷款也执行了一具较高的 低再贷款利率。这样

产生的很大的利差对小额信贷机构资本的增长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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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批发机构要求他们的关联小额信贷机构提交关于资金运用和贷款质

量的定期报告。然而很多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的会计系统极端脆弱。会计定

义经常不与国际标准接轨，甚至不与国内规章制度相符。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报

告也许不能准确反映贷款质量、资本充足情况和财务业绩。缺乏基本的、标准化

的财务信息及账户这个事实自身也说明：小额信贷机构及其支持这些小额信贷机

构的批发机构都还没有把财务可持续性成为首要的目标。然而某些情况下，这可

能表明了创建能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和健全的批发机构——包括会计、审计标

准、对健全的财务管理起基础作用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 

 

政治和其他障碍 案例研究表明，很多其他因素也减弱了批发机构建立小额

信贷机构的选择和监测标准并持续地运用这些标准。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干预。一

般在设计文本中都声称建议中的批发机构将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在这方面真

正做到的很少。当被建立以管理政府项目后，批发机构也像其他政府机构一样，

很难不屈从政府的压力，以满足其政治同盟的利益或支持特定的投票群体。在这

钟情况下，作为一个绝大部分产权国有的机构，PKSF 行使了它的法律自主权和

决策独立性，这个坚定态度使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些赞誉间接表明上文所说

的那些事情都是经常发生的。PKSF 在这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承诺以及

其董事会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捐赠者要求快速支付的压力经常会对严格

的选择和监测有不利的影响，捐赠者要求的支付率超过了批发机构和其零售机构

可以正常放款的能力。当众多捐赠者将他们不同的覆盖要求、报告格式、定义和

时间表的要求加诸于批发机构和其零售机构时，还会产生更多的成本和混乱。 

 

NDTF，作为斯里兰卡一个执行世界银行扶贫项目的机构，其经历生动的表

明了这些因素。写于 1998 年的世界银行项目执行完成报告，以及很多独立评论，

都强调了该机构决策时所受到的严重的政治干预。该报告还承认：这个项目明显

高估了零售机构的能力，明显低估了与这么多零售机构合作的复杂性。在政治和

支付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严格执行参与和业绩标准。在吸收批发机构资金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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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额信贷机构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符合设定的 低参与标准。 

 

影响财务业绩、规模、和相关标准实施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小额信贷机

构和批发机构多重的（有时是外来的）经常性的项目职责负担。关于这方面的例

子大量存在。玻利维亚的 FundaPro 除执行小额信贷之外，还有教育和环境保护

方面的任务。埃及的 CPD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同时还加上健康项目和职业培训。

印度的 NABARD 管理了很多专业化的州基金，变成参与合作社和农村发展银行

的项目执行及管理的机构。PKSF 和 NDTF 在他们自身的批发机构活动之外也管

理由州指导的信贷项目或基金。 

 

政府和捐赠者，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应共同为这种多重任务的过失承担责

任。健康、教育和卫生项目的执行是所有与贫困作斗争的合理及重要要素，但是

这些东西所要求的技术、系统和业绩标准与小额信贷所要求的是非常不同的。当

这些标准混在一起时，小额信贷活动的财务可持续性 终就被掩盖了。国家发展

银行和社会基金，从其名义上说，支持很多不同行业的活动，以此致力于促进发

展并消除贫困。然而，当这些机构进入支持小额信贷的领域时，证据表明：为了

确保对小额信贷机构金融业绩的合适监管，有必要设立分离的账户和管理职责。

阿根廷的 FONCAP 是我们发现的这些分离措施被写入小额信贷机构参与标准的

单个案例。 

 

提高业绩的动力。尽管案例研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逻辑推理表明：如

持续得到批发机构资金的机会取决于不断改进的业绩，对小额信贷机构向财务可

持续性的努力就能构成一个极大的动力。由此而建立的记录也能向基于市场的融

资来源显示不断增加的可信度。这个动力的力度将依赖于批发机构设立并实施业

绩标准的严格程度。这也取决于批发机构资金资源相对的吸引力。若能在更宽松

的条件下得到更有吸引力的资金，小额信贷机构也许会觉得到别处去融资更简

单。例如，1997 年 Fundacion Covelo 所作的一个评价表明：当小额信贷机构能

够从其他渠道得到更低利率、更宽松条件的捐赠者资金时，其提升小额信贷机构

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弱了。肯尼亚的 K－Rep、哥伦比亚的 Finurbano、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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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黎加的 ACCORDE 的评价者也得到了类似的观察结果。一位评价者建议批发

机构把向小额信贷机构利率降得更低以使批发机构的资金更有竞争力。然而，提

供的补助资金有着鼓励持续地依赖批发机构而不是鼓励发展自身可持续性的风

险。 

 

一些关于监测业绩严格性的证据能从随着时间推移而从批发机构融资的名

单中除名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目中得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期肯尼亚的K－

Rep支持的小额信贷机构有 20 家之多，K－Rep推进了一个完整的支持微型企业

的计划，包括信贷、商业培训和管理支持。然而只有 12 家小额信贷机构符合融

资的标准，到了 1992 年，这个数目跌到了 5 家。18在 后的报告中，K－Rep零

售机构的数目已经跌到了 4 家，据报道其中 2 家也因为业绩差快要被除名了。类

似的，在 1988 年由Fundacion Covelo所服务的 20 家小额信贷机构在 5 年后已经

被减少到了 5 家。（像前文所述的那样，其中一些小额信贷机构也许被其他捐赠

者更有吸引力的贷款条件吸引走了。）在一个更近的例子中，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的LID项目在 1996 年开始时有 17 个参与的小额信贷机构。然而到了 1999

年的末期，尽管平均业绩很好，小额信贷机构数量减少到了 8 家，据报道说其中

7 家已经实现了操作性可持续发展，预期在 2000 年中期实现财务可持续发展。 

 

尽管在激励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业绩方面，持续得到批发机构的资源可

能是一把双刃剑，但看起来实践者都同意：没有第二步的融资会严重弱化批发机

构建设零售机构的能力。 极端的负面例子是埃及的社区发展项目（CPD），这

是社区发展基金（SFD）的一部分。在这个案例中，按照“先来先服务”的原则

向非政府组织提供了补贴程度很高的资金，借款人只有在所有申请第一笔贷款的

机构都得到服务之后才能得到第二笔贷款。 

 

作为一个旁白，批发机构激励小额信贷机构提高业绩的能力与小额信贷实践

者有分歧意见的另一个问题有关系：批发机构自身是不是应该做到财务可持续发

展。支持的一方认为，这部分取决于小额信贷机构将批发机构看作是一个可靠的

                                                        
18 目前，K－Rep除了自己的批发机构活动之外，自身已经进入了零售小额信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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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服务的来源，若小额信贷机构想努力持续达到批发机构融资的要求。反过

来，能从批发机构持续得到资金和服务又取决于批发机构自身的可持续性和未来

在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能力。相比较而言，有相当的理由认为批发机构可

以被看作是一个短期机构（即使短期意味着 15 年或者 20 年或者更长年份），创

立该机构是为了起到发展的作用，实现这些作用之后，该机构也将淡出舞台。19

 

在所研究过的一些案例中，评价者把小额信贷机构对批发机构的还款看作是

前者的整体财务业绩和后者的可持续能力的证明。然而，给定资金的可替换性，

小额信贷机构向批发机构的良好还款记录，并不一定表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运行

良好。在很多案例中，评价者指出：当小额信贷机构自身欠款额不断增加时，小

额信贷机构增加了对其他贷款者的负债或者将他们的资本抽出来用于偿还批发

机构的贷款。这方面的例子包括 Finurbano。到 1996 年，尽管其客户小额信贷机

构的问题贷款不断增加，Finurbano 没有任何客户小额信贷机构的欠款。1999 年

PKSF 的一个咨询研究报告了很多与其合作的小额信贷机构正在恶化的贷款质

量，尽管其向批发机构的偿还率一直很高。 

 

一些批发机构给业绩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额外的激励：当业绩目标达到

后降低利率或把贷款转换为赠款。洪都拉斯的Fundacion Covelo、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的LIDs、墨西哥的Nacional Financiera的小额信贷项目都采用了这个方

法。20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机构也采取了这个方法。 

 

技术支持和培训。除了融资，大多数批发机构给他们的小额信贷机构客户

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在很多案例中，为了取得融资的资格22，小额信贷机构必

须采用这些技术支持。几乎所有捐助者资助的项目都包括技术支持和培训。这些

技术支持和培训常常以赠予的形式提供给批发机构和零售机构（有时候也给 后

借款人）。然而，这种形式的支持之间差别很大。许多项目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

                                                        
19 在只有一个例子中，也就是马达加斯加的AGEPMF，可以发现明确有一个“日落条款”被写入批发机构

的相关条款之中。 
20 在Covelo的案例中，对于利率降低的主要动机也许是为了留住一些正被其他捐赠资金所支持项目的受资

助利率所吸引的较好的客户。 
22 当培训或技术支持被要求作为获得资金的条件时，培训价值的评估就变的十分困难。这对批发机构融资

是真实的，对小额信贷机构小额信贷也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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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特别对捐助者来说：没有意识到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建设需要在本质上

是长期的，要若干年后才能衡量其效果，并且常常需要经常性的操作方面的支持,

而非仅仅是咨询顾问们短期的授课和访问。 

 

一些批发机构组织，例如 PKSF，对内部员工，或者小额信贷机构的员工

和管理人提供培训。有些批发机构直接提供管理和信息系统与应用新的小额信贷

方法方面的咨询服务。其他一些批发机构在这方面更多的是发挥促进作用，如鼓

励零售机构从专门的小额信贷服务机构得到技术支持和培训。这些案例中的批发

机构通常提供一个认证服务机构的名单，通过直接给予雇佣这些服务机构所需的

现金津贴或优惠券来促使零售机构取得技术支持和培训。在巴拉圭案例中，国际

开发银行的全球小额项目雇佣了 IPC 咨询公司来给所有参与者提供这些服务。波

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 LIDs 项目采用了一个学徒式的方法。在该方法中，在

与批发机构签订的基于业绩表现的合同约束下，小额信贷机构 初作为代理人。

如果必需的借款和管理技术得到了证实，他们就能得到融资，并独立经营。 

 

在实践者中，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批发机构是否应该直接承担技术支持或将

这种活动留给外部服务供应商。很多国家都缺乏这方面必要的知识和经历。国际

非政府组织和咨询公司已经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资源仍然是有限

（和昂贵）的，他们的“模型”不可能总是符合特殊的国情，并且几乎没有一种

“一试就灵”的能力━比如可以提供经常需要的、深入的、操作性指导的有经验

的员工。在孟加拉国，存在许多大的、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这些小额信贷机构

拥有已经经过验证的“自己发明”的技术，并且已经为 PKSF 和其他零售机构提

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知识和人才库。 

 

当批发机构自身从事于技术支持和培训时会产生几个问题。第一是受到批

发机构自身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的限制。仅仅管理他们的金融业务，包括其密切

监测、监管和控制功能，就需要大量的员工和管理者。第二个问题是存有潜在的

利益冲突：当要求批发机构的员工从候选的小额信贷机构中进行选择以给予特殊

待遇时（在这种情况下是贷款），如果有一部分候选人是他们的学生或咨询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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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尽管批发机构可能在融资、推广技术支持、培训和筛

选服务供应商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仍有必要清晰地区分银行和非银行功能。

在哥伦比亚的第一个全球小额项目中，贷款的回收和技术支持的供应都被委派给

一家非政府组织。无论贷款是否收回该非政府组织都会得到报酬。这种安排没有

明确不良贷款的责任，因此产生了该非政府组织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由于这

个和其他的原因，贷款质量恶化了，因此也改变了这种安排。 

 

小额信贷机构采用技术支持的速度经常落后于批发机构和捐助者 初设计

的项目进程。分配用于技术支持的资金告终常常被取消或被再分配到项目其他部

分（例如对 NDTF 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对 Finurbano 的国际开发银行贷款）。在许

多案例中，特别是在那些以商业银行作为目标零售机构的，类似的不足似乎反映

了这些零售机构对于采用与小额信贷相关的新态度、新方法、员工激励系统等强

烈的不感兴趣，如果不算主动抵制的话。许多对拉丁美洲的国际开发银行全球小

额项目的评估总结显示几乎很少―如果有的话―技术在项目开展几年后被传递，

并且银行信贷管理人和贷款官员本人报告说他们开展业务的过程或方法没有发

生任何变化。尽管巴拉圭的案例涉及批发机构、零售机构和经验丰富的外部咨询

之间长期的深入关系，并且这个外部咨询者还能提供关于验证过的方法并以 “交

钥匙工程式”的方法转移技术。这样的专家队伍仍然很少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

不能得到。 

 

看起来对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技术支持和培训获得了更积极的结

果。部分基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回应，一些批发机构和捐助者的贷款项目（如

PKSF，FondoMicro,Fundacion Covelo）的报告表明小额信贷机构对他们服务的

满意程度较高, 并且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和整体业绩也有了很大提高（尽管没有

数据来证明这些进步）。来自于客户的典型抱怨是需要更多的培训，需要更多手

把手和实地的培训而非通过课堂教学。一些评论者还表达了对批发机构或/和技

术服务供应机构推广组合式技术服务方法的关注。这些组合式的技术服务有时可

能不适合特定的环境，有时候对零售层次的创新具有窒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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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小额信贷机构的非金融服务（如对小额信

贷机构的技术支持或培训）该如何资助，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应该支付这些费用。

对这个问题不同国家的批发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捐助者一般提供可捐赠资源

来达到这些目标。而且看起来广泛接受的是：这些投资的高社会回报率证明对能

力建设的资助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当客户必须支付一部分费用时,

非金融服务会设计得更好，定价更具有竞争力，客户也更重视这种非金融服务。

在许多案例中，包括拉丁美洲的全球小额项目，培训和技术支持的供给已经从赠

予变为了支付部分费用，这显示了积极的成果。获得认可的另一个方法是先将可

用部分资金—例如通过优惠券的方式对小额信贷机构开放, 小额信贷机构可以

选择是否使用这些优惠券。在 COPEME 案例中，小额信贷机构被要求支付他们

选择参与培训的所有成本。COPEME 保留了当地和国际咨询机构技术支持的花

名册，实行一个初始为 50%的津贴，随后津贴下降到 30%再到 15%直至 0。当小

额信贷机构必须达到严格的业绩标准来继续获得批发机构的融资或获取批发机

构贷款的资本化时，它们对技术服务的需求就会比较高。 

 

批发机构能建立通往金融市场的桥梁吗？ 

 

批发机构极少能与金融市场相联系。当小额信贷机构自身取得或接近金融

可持续性时，小额信贷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建立桥梁的可行性就变得越来越高。

有执照的零售机构吸收存款和取得金融市场融资都与他们的批发机构没有多大

关系，并且从批发机构得到的贷款常常只是他们所有融资的一小部分。尽管有些

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已经从市场中筹集资金，但取得这种融资能力的日期通

常早于他们与国家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建立关系的时间。而且在所有文献中很少发

现这样的例子：作为小额信贷批发机构介入的结果，小额信贷机构取得了金融市

场的融资。 

 

Emprendamos 是哥伦比亚小额信贷批发机构—Emprender 在 1996 成立的一

个贷款担保项目。在 初的 18 个月，它担保了超过 1000 万美元的贷款，金额从

40,000 美元到 70,000 美元不等。1998 年，被担保的主要是发展银行和大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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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在国际开发银行的一个评估报告中，这个担证项目可能不仅没有给借款的非

政府组织和信用社带来额外的融资，而且提高了他们获得这些融资的门槛。这个

评估报告指出：Emprender 对从 Emprender 借款的几乎所有的零售机构提供贷款

保证，从而产生了利益冲突。这显示了一个短期转移计划的可取性: 终止小额信

贷批发机构的直接贷款，推出间接支持。在任何事件中， 终，小额信贷机构自

身的财务生存能力是其进入市场的主要桥梁。 

 

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在援助协调方面已经取得成功了吗？ 

 

小额信贷批发机构的创始者们希望批发机构能协调小额信贷捐助者之间的

关系，因而带来支付的稳定、政策的一致、业绩标准和报告要求的部分统一。在

已有的研究中，至今没有发现已经实现这些目标的证据。一个很有可能的例外是

乌干达的 CMF，报告说该机构在解决几个捐助者不同的方法和协调他们的投入

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许多案例中，很明显批发机构只取得了一个捐

助者的支持，其他竞争的资金常常流向其他机构或甚至通过不同渠道到同一小额

信贷机构。许多研究指出：相互竞争的捐助者和政府资金使得受他们资助的批发

机构（如 FondoMicro）提升质量和取得可持续性的动力削弱了，特别是当以补

助利率给予其贷款时。在一家批发机构从多个捐助者（如 Fundapro）获得融资的

案例中，这个趋势已经变成：维持项目的独立、按照不同的捐助者所提出的不同

贷款条件和报告要求，以不同的条款向同一个或者不同的小额信贷机构转贷不同

来源的资金。 

 

四 部门性的问题 

宏观经济稳定性 

 

批发机构提供了积累和引导资源的载体，但是创设这些机构不能解决宏观

经济不稳定、激励机制歪曲、债务回收缺乏法律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差等问题。

所有这些对于金融机构的有效性、生存能力和金融的全面发展都是极其关键的。

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是得到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对于小额信贷成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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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亚于其对于其它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我们所查阅的一些研究（如在哥斯达黎

加的全球小额项目）描述了外部资助项目经历的困难，诸如由于宏观不稳定导致

利率、汇率和相对价格的波动，这增加了借贷双方面临的风险。伴随着贷款质量

的不断恶化、利润的不断下降和流动性的不断紧缩, 风险的增加使得小额信贷机

构难以向非传统客户扩张贷款，从而减少了对批发机构资金的需求。在决定是否

发放金融行业贷款—包括小额信贷贷款时，国际金融组织现在通常视宏观经济环

境为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 

 

利率 

 

零售利率。在行业政策问题上，对于小额信贷行业和批发机构的业务来说，

利率政策可能是 为重要的。利率政策对批发和零售层面都有影响。从定义上,

没有一个至少能覆盖提供这些业务操作成本和金融成本的零售利率，小额信贷机

构不可能持续。 在我们回顾的大多数案例中，小额信贷零售层面上的利率目前

已经放开并由市场决定。如果不能说大多数捐助者的话，那么至少也有很多捐助

者，特别是国际金融组织，坚持他们资助的条件： 后借款人要支付由市场决定

的利率。（注意如果讨论中的“市场”是普通的银行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利

率将远远低于能够覆盖实际小额贷款成本的利率）。但是仍然有些政府支持的信

贷项目通常使用固定的零售利率，或者固定的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转贷利率（如埃

及的 CPD，印度的 NABARD，南非的 Khula）。这两个利率远低于营运成本（且

常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甚至没有包含风险因素、保持合适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

需要、以及资本的机会成本。 

 

***以扶贫为目的的信用资助是政府和捐助者做出的一个合理的决定，但是

他们也必须考虑采取这个行动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远不止在世界各地关于补助

贷款的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被证实的宏观经济资源的约束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在长期，同样重要的是补助贷款对被认为是其资助目标的覆盖群体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只要小额信贷机构不能收回成本，他们的继续经营和发展就要依赖于纳税

人和捐助者是否愿意继续“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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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很重要的条件是: 零售层面自由决定利率，贷款成本降

到对小额信贷能有有效需求的程度。PKSF规定了一个对合作零售机构难关 18%

的 低转贷利率，以促使合作的零售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23印度的FWWB也设

定了一个 低转贷利率（在 1997 年为 12%，与此相比较此时通货膨胀率约为

7%）。这个政策使FWWB与许多提供实际负利率的政府资助项目相比，处于一个

不利的竞争地位。但是FWWB仍然设法稳定的提高其贷款数量和额度，包括向

许 贫困的人群提供贷款。虽然它的利率较高，FWWB对小额信贷机构借款人

的吸引力在于起及时的贷款和更好的服务质量。 

 

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评估报告发现：当批发机构对小额信贷机构收

取的利率低于他们从市场融资的利率时，零售机构从市场获取资金的动力就减弱

了。在对 PKSF（关于它的大型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者），Fundapro，NAFIBO 和

FondoMicro 以及其他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现象。PKSF 向大型非政府组织收取

较高的利率，以补贴向较小的非政府组织收取较低的利率。然而这两种利率都低

于市场利率，真实利率为负数。南非的 Khula 和乌干达新设立的小额信贷中心

(CMF) 也区分了大型、历史较久的小额信贷机构和较小、新建立的小额信贷机

构之间，但是方法很不一样。在 Khula 案例中，新设立的小额信贷机构得到由外

部捐赠资金所提供的零利率的“种子”贷款，而已经存在的小额信贷机构得到“有

补贴的商业贷款”。与此相反，在乌干达，向新设和已经成立的小额信贷机构都

收取市场利率。对较大的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利率将完全根据市场条件，但与此

同时，较小的小额信贷机构付略高于国债的利率。因此这些较小的小额信贷机构

的风险贴水比市场风险贴水要低，从这里，这些较小的小额信贷机构获得了好处。

在 Fundapro 案例中，不同的业务适用不同利率和贷款条件，这取决于 初捐助

者的资金来源。像上文所讨论的那样，任何批发机构资金所替换的市场资金都减

少了捐助者和批发机构所“增加”的小额信贷资金的总量。 

 

在不断增长的案例中，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机构资助的机构，向小额信贷

                                                        
23上面说提到的这个研究，针对的是一个关于PKSF21 家中小规模合作零售机构例子。这个例子显示除了一

家之外所有的机构从贷款收入中都收回了他们的经营成本，且 18 家还收回了金融成本。然而后者继续依赖

从PKSF获得的信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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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收取的利率与市场上一揽子经选择的基准利率相联系。上一段落讲了小额信

贷中心(CMF)的例子。在厄瓜多尔的全球小额项目中，向参与的小额信贷机构收

取的 低利率是由这样一个利率所确定的：银行系统 90 天存款的平均利率。在

萨尔瓦多，由根据准备金要求进行调整的 180 天的平均存款利率决定。在巴拉圭，

基准利率是 180 天大额存单的利率，并根据准备金要求进行调整。在巴拿马，FIS

对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 低利率由银行间贷款利率所决定。在所有这些案例中，

在给定没有执照小额信贷机构较高风险贴水的条件下，基准利率可能低于没有执

照的小额信贷机构直接向市场融资时所要支付的利率，但是资助的程度是很小

的。对于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在很多例子中，与参加项目有关的额外管

理成本（如向批发机构和捐助者提供报告）可能使得资金失去吸引力。这至少在

哥伦比亚一个叫做 Finurbano 的案例中报道过。 

 

外汇风险 

 

当引入外部资金后，外汇风险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个问题在前

述很多案例分析中都没有进行讨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以本国货币流向

批发机构，批发机构再以本国货币贷出。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担外汇风险。如巴拉

圭或者哥斯达黎加的全球小额项目，或世界银行对摩尔多瓦的RFC的贷款都是这

种情况。然而，秘鲁的Cofide采取了一种相反的做法。秘鲁Cofide先向小额信贷

机构以美元转贷，其利率与秘鲁银行 360 天美元存款相联系，再根据准备金要求

进行调整。参与这个项目的商业银行一般都转借美元，将汇率风险转嫁给 后的

借款人24。另一方面，城市存贷款机构将Cofide资金存入银行的美元存款账户，

并以由为抵押，从银行借取本地货币，再转借给他们自己的客户，通过这种方法

来规避外汇风险。 

 

五 由经验所得的一些结论 

 

                                                        
24 这个策略对银行来说是有效的，只要借款人本人的收入为美元或另外能对外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然而

当借款人的收入几乎都来自于本地市场时，在微型企业中一般都是这样，不断贬值的外汇汇率将很快由银

行投资组合不断上升的信用风险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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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判断批发机构是否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开始所述，间接的数据来源还没有足够详细或充足到能够使我们作出一个严格

的判断。在短期内, 批发机构的机制看起来能够增加流动的小额信贷资金，特别

是对较小的、没有执照的，更加远离（从经济学术语的角度来看）市场的小额信

贷机构而言。但是对于批发机构能否成功的改进零售机构可持续的能力和加速使

他们从市场融资还远远没有明确。从间接来源所能得到的证据表明, 并不存在一

个在任何国家都能成功的模式。本部分试图从前面的讨论中提炼一些对批发机构

成功或失败可能有影响的因素。 

 

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政府、捐助者和小额信贷实践者努力扩大小额信贷服

务的覆盖面从而增加贫困家庭的经济机会。这个目标不能简单地通过增加小额信

贷机构的数量或提供额外的资金资源来达到。毫无疑问，用于小额信贷的资金的

快速增长是需要的也是可取的。但目前从本质上约束小额信贷运行和发展的看起

来不是资金本身，而是缺少合适的、能够很好运用有限的公共资金的, 财务上可

持续的零售机构。因此公共资源的介入，不管是直接介入还是通过批发机构间接

介入，都应该着眼于培育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 

 

时机选择和数量 

 

培育可持续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需要时间、严格的选择过程、密切的耗费

劳动的关注、监测、以及恰当的激励机制。只筛选有执照的金额机构可能会减少

在金融机构可持续方面的挑战，但是这不能保证这些机构对小额信贷的承诺，采

用能保证小额信贷的覆盖目标和小额信贷市场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方法。通过创

设一个批发机构，捐助者和政府可以使他们自己远离提供这些投入和相关的选择

决定，但是这些“本质”工作必须来自于某个地方。当将这些责任指派给批发机

构时，人们不能不保证这个批发机构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以

及良好的治理结构、管理和信息系统、激励机制等这些发挥有效作用关键的因素。

这些不是一项简单的或没有成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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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批发机构的设计文件常常毫无疑问地假设可以找到有充分的管理才

能、金融知识，诚实的，有小额信贷经验的管理人员。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事实

上找不到这样的个人或团体。因此，在项目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直接的强调谁将

管理批发机构（谁提供技术支持）的问题，并且需要在更早阶段提出这个问题。 

 

像上文提到的那样，间接来源的数据不足以使我们判定批发机构对与他们

相关联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财务业绩方面所作的贡献, 以及提供服务的质

量。在许多的实践者来看，尽管批发机构可以通过培训和技术支持来传授具体的

技能，在软件和硬件方面也是这样。但是批发机构（或直接捐助者）进入的关键

点在于选择小额信贷机构。正如 PKSF 的管理人 Ahmed 博士写得那样，“选者正

确的合作机构(POs)是 PKSF 成功的 关键因素”。或者如 CGAP 的 Richard 

Rosenberg 从一个捐助者的角度所提到的，“我们主要的职能是选择有希望的马。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打赌者，而非骑师或教练。” 

 

本文中提到的批发机构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从 高的 PKSF 的 161

家到 小的 K-Rep 的 4 家（据报道说其中有 2 家运行情况不良）。当批发机构的

客户数量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时，建立一个批发机构与直接支持零售机构相

比，其有效性显然值得怀疑。尽管这样，每个批发机构所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的

数量没有 优值；它会随着其他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比如零售市场的大小、

现存小额信贷机构和批发机构的成熟度和质量。提到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强调目

标不是扩大所服务的零售机构的数量，而是发展可持续的零售能力, 从而使更多

的贫困人口尽可能快的获得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批发机构项

目在开始阶段对于他们所要服务的零售机构数量的估计常常太过于乐观。应用合

理的选择标准通常去掉了大部分机构，只留下一小部分在能力建设上可行的候

选人，但并不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愿意与该批发机构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扩张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并不一定是扩大所服务的贫困家

庭数量 有效的途径。根据规模经济减少中介成本的原理，扩张小额信贷机构的

数量可能起相反的作用。下面这个例子在这方面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信用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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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报告说在孟加拉国的 534 家小额信贷机构中，1999 年底 大的 7 家小额信贷

机构服务了大约 80%的客户。 

 

尽管这样，新的批发机构项目的建议书继续预测说，就算没有几百个，也

至少有几十个零售机构会在项目开始后的两到三年内参与进来。本文 明确的一

个建议是批发机构在开始时应该规模较小、非常仔细的选择客户、避免接受太多

小额信贷机构客户，并与批发机构发展自身的能力和支持有前途的小额信贷机构

的目标相一致。捐助者和政府需要对这个过程怀有耐心，需要认识到小额信贷是

另一种赛跑。在这个赛跑中，乌龟可能比兔子有优势。 

 

选择和监测小额信贷机构 

 

一个人如何识别“有希望的马”？对于那些将客户局限于有执照的金融机

构的批发机构而言，是将选择标准捆绑在或建立在国家监管当局监管的财务业绩

和谨慎性规范之上。一般来说，国家监管当局的监管倾向于确保被监督机构的可

持续性，以此来保护存款人并维护金融体系中的公众信心。然而，对确认一个零

售机构对小额信贷的兴趣或态度方面，这样的选择标准并非很有帮助。甚至，如

果批发机构的主要职责被认为是培育零售能力的发展，那么必须判断小额信贷机

构的潜力。对潜力的评估是有必要的，并需要获得更多基于经验的“感觉”和直

觉，这更甚于一个详细标准的列表。 

 

选择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在选择有执照的零售机构的过程中, 不同的

批发机构和小额信贷实践者强调了一系列主客观混在一起的标准。其中一个是机

构的“使命”感— 例如小额信贷机构服务目标群体的兴趣和能力。以前与微型

企业没有业务往来的有执照的金融机构通常对那些市场份额不感兴趣。大银行在

传统上服务于公司企业，并不经常做出 “降低客户标准” 并调整其经营方法的

决定。另一方面，以前擅长于消费信贷和家庭服务的较小的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

对小额信贷业务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他们将其作为现有业务的延伸。在笔者对批

发机构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在财务业绩和审慎标准之外我愿意尝试使用几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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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我所提出的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批发机构和他们的赞助者可以判断商业银

行和其他有执照的金融机构对于小额信贷的可能承诺： 

 

 以前对小额信贷的参与。当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兴趣只是被外部资

金的存在所激起的话，除了极少例外的情况，这种兴趣存在的时间都

不会长于外部资源有效的时间。（然而正如巴拉圭案例所显示的那样：

金融自由化和对传统客户上的激烈竞争能提供强烈的动机去寻求新的

市场份额。） 

 已有一些先期知识并显示出学习国际上“ 好实践”和采用必要技术

的意愿。探讨服务新客户的新方法以及致力于为实现这些新方法而开

展的广泛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如巴拉圭银行和金融公司案例）提供了

一个在小额信贷市场上表现真正兴趣的很好的指标。否则，结果会令

人失望。 

 为获得市场份额所必需拥有的雇员技能和态度，包括报酬上的激励。

传统的银行职员常常发现走出他们的办公室与低收入的客户打交道非

常困难，因此常常有人建议聘用新的职员来开展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

业务。 

 愿意将小额信贷从传统的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如分离职员和管理、

成本会计，产品发展等）。25 鉴于小额信贷非常不同的态度、类型和方

法，银行常常发现在一个共有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下将小额信贷与

传统业务放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 

 愿意配置一个能力强、受尊敬的经理来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这通常是

一个银行承诺中 重要的指标。 

 

选择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在大多数国家，大量非正式和半正式

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和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提供金融服务，或专门提供金融

服务或把金融服务作为整个服务的一部分。尽管还没有证据证实这种机构对腐败

                                                        
25 在这个方面一个有趣的案例发生在巴西的CrediAmigo,，这个小额信贷计划由一家叫做Banco do Nordeste 
(BN)州立发展银行所进行。CrediAmigo分支机构与一家固定的BN分支机构虽然在同一楼办公，但他们的零

售业务彻底分离了系统入口和物理空间，还有不同的雇员和经理，薪资激励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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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会主义行为完全免疫，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提高他们客户的生活水平。

这里“使命”这个问题更多与他们所见的金融服务对扶贫的长期作用相联系, 并

与他们打算为贫困人口提供持续的金融服务相联系。 

 

一家小额信贷金融机构为了 终获得财务可持续，他的所有者、经理和职

员必须把对社会的关注与一个银行家的态度相结合: 不懈追求对于实现赢利目

标所必需的产品创新、减少成本、筛选贷款人, 改进回收贷款技术、内部审计、

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 本文对选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正规小额信贷金融

机构提出如下标准： 

 

 管理人员有从事金融服务方面的经验。做好银行在任何情况

下都很困难，而且技术也不是一蹴而就。几乎很少有批发机

构可以有资源去重新建立一个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对小额

信贷的兴趣应该明显早于批发机构的资金而存在。26 

 已经显示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并且还特别关注信用评

估和挽回贷款损失的努力。小额信贷机构的 初程序和财务

比率是财务可持续性潜力的重要指标，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

明显存在“回忆文化”、采用已被证明了的技术、引入必要

的信息和控制系统。 

 一旦获得合理的规模后，收取能完全覆盖成本的利率的意

愿。当规模扩张、采纳和吸收新技术后，单位贷款服务的成

本会下降。为了实现完全覆盖成本这一目标，应该将目标写

入业务发展计划（见下文），包括利率调整的时间表。 

 对于良好的小额信贷实践所必需的雇员技能、态度和动机。

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而言，在挽回贷款损失方面采取 

“强硬政策”以及发展财务可持续性能力所必要的信用评级

和风险管理这两者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可能有时候有必

要招募并培训新的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工作人员。 

                                                        
26 反面的例子来自于斯里兰卡的NDTF。这个机构见证了为取得已经允诺的资金而创建的无数的非政府组

织的兴亡。这在前文已经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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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小额信贷从其他活动和要求中分离。以单独机构的形式进

行分离会更好。我们再一次说明，银行业是一个难以经营的

行业。这个行业需要专业技能、会计体系等。小额信贷机构

（和他们的批发机构）很容易被社会项目、培训计划等多重

责任弄的目不暇接。为了完成这些多重责任，就难以很好的

管理风险和金融需求。27 

 一个清楚的业务发展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可以在一个规定

的时期内向财务可持续性发展。这个计划应该包括清楚的、

基于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经验和类似其他地方的小额信贷机

构经验的可实现的假设的金融方案。 

 

对所有有执照和没有执照的小额信贷机构来说，涵盖上述因素的标准为董

事会和高层管理者的领导能力, 包括强度和质量。当然，这是一个在做出选择时

很主观的因素，而且可能从机构的记录中也很难衡量。诸如有活力的、有洞察力

的、创新性的、愿意实践的、清晰的方向感、能够抵制与机构使命不符的压力等

形容词或短语常常出现在一些解释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其他

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和批发机构）成功的领导能力的文章中。领导能力弱也被

认为是其他失败案例的原因之一。在评估小额信贷机构领导人的潜力时，听取下

面这些人的意见是非常有用的：那些在许多已经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额信贷

机构有工作经历的人，那些因此而对此类小额信贷机构的成功要素有更好感觉的

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一个管理人是否愿意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实质性事

情。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对信贷回收、利率结构和雇员工资方面强硬的意愿，还意

味着要像银行经理工作方式那样来处事，如处理系统、预算、风险分析和对于一

个典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者来说比直接与客户打交道更不具有吸引力的其他活

动。 

 

                                                        
27 除了在社会项目管理上已经负荷运行之外，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捐助者，常常通过分项目评估和监

管的过程中使小额信贷机构和/或批发机构对其他社会关注(如环境标准)负责任。这些关注更应该由国家法

律和特别规定来加以实现。小额信贷机构和批发机构缺乏必要的专门技术来做这些事情。在他们成为这些

评估和执行的载体时，产生的主要结果可能就是他们与那些没有受到类似活动影响的其他借款人相比处于

不利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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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无论 初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决定一个小额信贷

机构获得批发机构融资和其他支持服务的持续合格能力的、清晰的可监管业绩标

准的重要性。根据有报告的经验，当很少的与运行效率和向财务可持续性方向（如

资产收益率）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指标被准确定义28、 被包括在定时的机构业

务发展计划中时， 能鼓励机构向可持续性的目标努力。在评估的过程中要对贷

款质量给予特别的强调29。 

 

当做出融资决策时，这些有关业绩和激励指标的有效性依赖于执行指标时

的可信度和客观性。无论如何，批发机构在小额信贷机构面对临时的冲击（如一

系列价格下降影响大量 终借款人或由于天气原因而导致损失）而产生的业绩下

降需要采取调整措施时，应与这些机构保持关系, 在执行指标时体现一定的灵活

性。 

 

值得强调是我们所推荐这种监测有关机构整体业绩的一些主要指标的方

式，从根本上背离了很多批发机构和捐助者的实践。这些批发机构和捐助者非常

关注小额信贷机构对于其特定资金的使用状况，甚至到了检查每笔单独贷款的地

步。 

 

批发机构成功的机会 大化 

 

许多因素都对批发机构建立自已的选择标准和业绩标准的能力很重要。许

多因素都很明显，并且与预测小额信贷机构成功的因素类似。他们包括： 

 清晰的使命感， 

 具有小额信贷业务知识和国际经验的管理者， 

                                                        
28 很明显，会计结果对适用的定义很敏感，这从上面引用过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上面的例子中，COPEME
对于小额信贷金融报表和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调整，以使之符合国际会计标准。 
29 在评估将来的违约风险（见表C）时，如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者一样，那些的确运用贷款质量标准进

行评估的批发机构依赖于过去的贷款质量（如欠款标准）。这些指标提供了重要的警告信号，但他们常常来

的太迟而不能阻止严重的问题。一个更全面和更及时的投资组合质量和风险的提升也需要前瞻性的判断，

并且这涉及到客观分析也涉及到人为判断的艺术。对这两方面把握仅来自于实践。同时，只有当偿还比率

和欠款比率基于非常明确的定义并被严密的解释时，才能依赖这两个比率。在这方面，注意到如下这个事

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90%的贷款回收率(收到的金额/到期金额)被认为是取得PCFC和RMDC资金的合适条

件，但若贷款是固定规模并且其期限包含了 6 个月，那么这将意味着小额信贷贷款每年要损失三分之一以

上。见“测算小额信贷违约：比率可能危害你的健康”（CGAP不定期文件No.3，华盛顿特区，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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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抵制外部压力的强有力的领导能力， 

 将小额信贷从其他要求和责任分离 

 合适的信息和内部管理和控制体系， 

 受过良好培训和有动力的雇员，有合适的激励办法 

 

案例分析强调批发机构需要享有自主决策权，不受政治干预的权力。当然，

在国有或是政府机构拥有的批发机构的案例中，易受政治干预是一个特别的问

题。 糟糕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 NDTF。在一开始，它就明显是党派政治的温床，

妨碍了它执行选择标准和业绩标准，据报告说它使大量的小额信贷机构，包括有

执照的和没有执照的，与之脱离关系。相反的，PKSF 有强有力的管理能力和指

导能力，这些能力使得 PKSF 可以实现决策自主性。在确认有政府参与, 从而政

治压力的风险高后，设计批发机构时必须谨慎现实。在计划文件中，关于这一点

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在大多数案例中，可以通过尽可能限制政府参与或控

制管理批发机构的董事会来促进机构的独立性。 

 

后，可能 重要的，捐助者和政府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夸张的预期和支付

压力。这可能使一个尽职和有能力的批发机构领导开展工作极端困难。这样的压

力阻碍了应用合理的融资标准。它干预了批发机构技能和系统有序的发展。并且

产生了一个使政治干预更有可能的氛围。捐助者（特别是多方借款机构）和政府

常常强烈倾向于大量快速支付的项目；因此，有技巧的对付支付压力需要批发机

构特别的有原则。在这些原则不能得到坚持的情况下，批发机构融资可能不是支

持小额信贷的 好选择。 

 

除了在批发机构建立时已有大量规模的、信用良好的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的

情况下 (这种情况通常很少)，强烈建议给批发机构的初始资金要少，同时建议

捐助者承诺：当该批发机构在扩展范围和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业绩方面取得

进展之后，该批发机构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付应该顺应，而不是试图去创造

有希望的小额信贷机构对资金的需要和批发机构自身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各方

面，包括公众，在批发机构 初几年内只能期望取得适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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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研究中涵盖的批发机构 

建立的国家                 机构                      年份 

FONCAP 1997 阿根廷 

项目协调单位 

1990 孟加拉国 Palli Karma Sahayak 基金会（PKSF）

FECECAM 1993 贝宁 

AGeFIB 

Funda-Pro 1992 玻利维亚 

NAFIBO 1996 

1996 波哥 各类当地自发的部门（LIDs） 

Banco de la Republica-  哥伦比亚 

IFI/Programa de Financiamento para 

la 

 

199030

Microempresa Urbana (Finurbano) 1993 

196131Red WWB 

Fundacion Carvajal 1996 

Emprendamos 

1982 哥斯达黎加 ACCORDE( 初是 CINDE) 

199332中央银行 

Fondo Micro 1990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133厄瓜多尔 厄 瓜 多 尔 中 央 银 行 /Corporacion 

Financiera Nacional (CFN) 

1992 埃及 SFP/社区发展项目（CDP） 

199434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中央银行 
                                                        
30为了推动工业发展，国际金融组织成立于 1940 年。全球小额项目开始于 1990 年，以哥伦比亚中央银行

作为批发机构。在 1995 年，Finurbano的职责从中央银行转移到了国际金融机构。 
31 作为一个私人基金会始创于 1961 年，提供一系列的社区服务，包括市立的基础设施、健康、住房和教

育。从 1989 年到 1993 年，是对从商业银行向微型公司的二级借款机构，此后成为一级借款机构。 
32 开始全球小额计划的时间。 
33 全球小额计划开始于 1991 年，中央银行作为一个批发机构。这个计划在 1992 年转交给了CFN。CFN是

一个长期存在的州立发展银行。 
34 在萨尔瓦多开展小额计划的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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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cion Jose Maria Covelo 1984 洪都拉斯 

198235印度 妇女之友世界银行（FWWB） 

NABARD 1982 

SIDBI 1990 

RMK 1993 

K-REP 1984 肯尼亚 

AGEPMF 1999 马达加斯加 

FOGAIN 1953 墨西哥 

1998 摩尔多瓦 农村金融公司（RFC） 

1998 尼泊尔 农村小额信贷发展中心（RMDC） 

1991 农村自助基金（RSRF） 

1997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扶贫基金（PPAF） 

1997 巴拿马 Fundo de Inversiones Sociales（FIS）

199236巴拉圭 巴拉圭中央银行 

COFIDE 199537秘鲁 

PCFC 1995 菲律宾 

Khula  南非 

JTF/NDTF 1991 斯里兰卡 

1997 乌干达 微型企业融资中心（CMF） 

199038乌拉圭 乌拉圭中央银行 

SFD 1997 也门 

 

                                                        
35 FWWB 初建立于 1982 年，但是只有在 1989 年才以一个二级机构的身份全面开展业务。 
36 巴拉圭的全额小额计划开始日 
37 COFIDE是作为一家州立发展银行设立的。在 1993 年，它转化为一家严格的二级机构。在 1994 年，它开

始支持小额信贷活动。在 1995 年，它成为全球小额项目的批发机构。 
38 在乌拉圭开展全球小额计划的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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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小额信贷行业的批发机构 

部分参考书目39

国家                     批发机构                  参考书目 

FONCAP 阿根廷  Ahmed，Salehuddin,“创造自主的

国家和次级行政区的小额信贷基

金”草稿，无日期。 

 

 

中央银行  美洲国家间发展银行，项目完成

报告 

PKSF 孟加拉国  Ahmed,Salehuddin,“创造自主的

国家和下行政区小额信贷基金”

草稿，无日期。 

 信用和发展论坛，CDF 统计，

1999 年 12 月 

 Nagarajan,Geetha and 

Gonzalez-vega, Claudio, “ Palli 

Karma Sahayak 基金会（PKSF）：

一个在孟加拉国的批发机构组

织，”俄亥俄州立大学，1998 年 1

月 

 世界银行，“关于 Palli Karmsa 

Sahayak 基金会(PKSF)合伙组织

(POs)可持续性研究”,1999 年 4

月 22 日 

 世界银行，项目概念文件，2000

年 3 月 28 日 

贝宁  Turtiainen, Turto,“农村金融机构

恢复：贝宁存款和信用合作社案

农村存款和贷款

合作社 

                                                        
39 没有包括非正式的备忘录、电子邮件、标有“机密”或者“不得引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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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和其他案例的教训”，世界银

行，1998 年 FECECAM 

  世 界 银 行 ，

“ LaFECECAM-Benin:La 

rehabilitaion reussie du reseau des 

caisses d`epargne et de credit 

agricole mutual, 1997 年 4 月”

（英文版，1997 年 7 月） 

 

 

 

AGeFIB 

PADME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1998

年 4 月 22 日 

 Ouattara, Korotoumou and 

Gonzalez-Vega, Claudio,“小额信

贷批发组织在西非：贝宁案例”，

俄亥俄州立大学，1998 年 3 月 

NACIBO/  Navajas, Sergio and Schreiner, 

Mark,“玻利维亚批发机构组织和

小额信贷的增长” 俄亥俄州立大

学，1998 年 5 月 

玻利维亚 

Funda-Pro 

 

Funda-Pro 

 Davalos, Mario, “Evaluacion y 

Analisis de la Fundacion para la 

Produccion”, 微型服务，1996 年

10 月 

LID 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 

 Ahmed, Salehuddin, “创造自主的

国家和次级行政区的小额信贷基

金”草稿，无日期。 

 “当地创始项目：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的微型企业贷款”，世界

银行，1999 年 1 月 

FINURBANO 哥伦比亚  Consorcio Chem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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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conomeria,

“ Proyecto de Fortaleciemiento 

Institucional del IFI y de los 

Intermediarios Finacieros”1999 年

1 月 14 日 

 美州国家间发展银行，Propuestas 

de prestamo, 1990 年 11 月 6 日和

1993 年 11 月 2 日 

 IPC,“Revision del Desempeno del 

Programa Global de Credito para la 

Microempresa.”1996 年 9 月 

ACCORDE 哥斯达黎加  Quiros,Rodolfo E.,“金融批发机构

机 制 ： The Asociacion 

Costarricense Para Asociaciones de 

Desarrollo”俄亥俄州立大学，1998

年 6 月 

 

 

 

中央银行 

 Taborga I.,Miguel and Wenner, 

Mark, “Costa Rica: Examen de 

Ejecucion del Contrato de 

Prestamo”草稿，1997 年 3 月 

FondoMicro 多米尼加共和国  Malhotra, Mohini, “FondoMicro: 

在MSE发展中二级金融机构作用

的 教 训 ” CEMINI 工 作 报 告

No.45， 1994 年 2 月 

 Schreiner, Mark and 

Gonzalez-vega, Claudio, “多米尼

加共和国：FondoMicro 客户分析”

俄亥俄州立大学，1995 年 6 月 

CFN 厄瓜多尔  Ayala咨询, “Estudio de C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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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a Global de Crédito a la 

Microempresa (GMC),”美洲国家

间发展银行,2000年12月. 

美洲国家间发展银行 ,项目完成报

告,2000 年. 

SFP/CDP 埃及  多个捐助者评论队的发现和推荐, 

2000年. 

萨尔瓦多 中央银行  Ayala 咨询 , “Estudio de Caso: 

Programa Global de Crédito a la 

Microempresa (GMC),”美洲国家

间发展银行,1998 年 12 月. 

Fundación José 

María Covelo 

洪都拉斯  Quiros, Rodolfo E., “金融批发机

构组织：洪都拉斯 Fundación José 

María Covelo 案例,” 俄亥俄州立

大学,1998 年 1 月. 

FWWB 印度  Bhatt, Ela R., “要点总结”关于印

度批发机构二级机构在建立小额

信贷行业中作用的座谈会 ，2000

年1月31日. 

NABARD 

 FWWB, FWWB 新闻,2000年1月. 

 Nagarajan, Geetha, “妇女世界之友

银行：(FWWB):一个在印度的批

发机构组织,”俄亥俄州立大学, 

1998年1月. 

 NABARD, “小额信贷创新和 

NABARD”, 1997年. 

PHBK 印度尼西亚  世界银行 ,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 

1998 年. 

K-Rep 肯尼亚  Neill, Catherine, et al., “肯尼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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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业项目：一个 终评估” 

GEMINI, 1994年9月. 

 Pederson, Glenn D. and Kiiru, 

Washington K., “肯尼亚农村事业

项目: 一个小额信贷计划的案例

分析”世界银行, 1996年3月. 

AGEPMF 马达加斯加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 1999 年

4 月 26 日. 

FOGAIN  Villalpando-Beni, Mario and 

González-Vega, Claudio,“金融批

发机构组织：墨西哥经验”俄亥

俄州立大学, 1998年2月. 

墨西哥 

NAFIN 

RFC 摩尔多瓦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 1997年

12月19日. 

 世界银行，监管使命资助备忘录，

1999年10月. 

PPAF 巴基斯坦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 1999 年

5 月 19 日 

FES 巴拿马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 1999年5

月29日 

 世界银行，监管使命资助备忘录，

1999年10月. 

 世界银行，监管使命资助备忘录，

2000 年 3 月. 

巴拉圭 中央银行  Ayala咨询, “Estudio de Caso: 

Programa Global de Crédito a la 

Microempresa (GMC),” 美洲国家

间发展银行，1998年12月 

 美洲国家间发展银行,中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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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9日, 

 Navajas, Sergio, “巴拉圭全球微型

公司项目: 当技术支持确实起作

用时,”俄亥俄州立大学, 1998年4

月. 

COFIDE 

COPEME 

 COFIDE, “Programa de 

Fortalecimiento Institucional a las 

Entidades Participantes en el 

Programa Global para la 

Microempresa: Informes de 

Progreso (al 30 de junio de 1998 

y al 30 Diciembre de 1999).” 

秘鲁 

 Consorcio Fortifica, “Programa de 

Asesoría y Capacitación para 

Instituciones Financieras 

Intermediarias en sus Operaciones 

Microfinancieras: Informe 

trimestral No. 5,”1999年10月15日. 

 美洲间国家发展银行, Propuestas 

de préstamo,1995年9月26日 和 

1998年9月8日 

 Nunura Chully, Juán and 

Portocarrero Maisch, 

Javier,“Programa de Crédito Global 

a la Microempresa: Evaluación 

de la I Fase y Preparación de la II,” 

美洲间国家发展银行,1998年8月

17日. 

 COPEME, “小额信贷 en el Per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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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 

菲律宾 PCFC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1998

年9月23日 

 世界银行，监管报告，1999 年 9

月 21 日 

南非 Khula  Graham, Douglas et al., “南非金融

体制发展的转变：政策讨论” 南

非发展银行（草稿）1998 年 11 月

斯里兰卡 NDTF  世界银行,“一个在斯里兰卡的小

额信贷策略”1996年2月 

 世界银行，执行完成报告，1998

年6月15日 

乌干达 CMF  Barents Group and Weidemann 

Associates, “USAID PRESTO 项

目评估: 终报告,” 1999年6月-7

月. 

也门 SFD  世界银行,项目评估文件，1997 年

4 月 24 日  

综合   Bigio, Anthony G. (ed.), “社会基

金和接触贫困人口：经历和未来

方向”世界银行, 1998年. 

 Brandsma, Judith and Chaouali, 

Rafika, “在中东和北非开展小额

信贷工作” 

世界银行, 无日期. 

 Calmeadow, 微型银行公告,多期 

 CGAP, “世界银行FY91-FY96小

额信贷投资组合回顾”1997年11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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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en, Robert P., et al., “ 大化

微型公司金融所能达到的范围；

一个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分

析” USAID 项目和运作认定报告

No.10，1995年6月11日. 

 Glaessner, Phillip, et al., “扶贫和

社会投资基金”世界银行, 1994. 

 González-Vega, Claudio, “小额信

贷批发机构机制；证据和政策推

荐”俄亥俄州立大学, 1998年8月. 

 美洲间国家发展银行, “全球微型

企业信用评估 (GMC):谁取得了

信用? 它花费了多少?”,1998年9

月,包括厄瓜多尔，巴拉圭和萨尔

瓦多的案例研究 ， 

 美洲国家间发展银行, “全球微型

企业贷款：1996年度投资组合管

理报告” 

 美洲间发展银行, “Experiencias de 

apoyo a la microempresa: síntesis 

de casos, Vol. 1,” 1996年1月(英文

版,1997年12月), 包括来自于多米

尼加共和国，巴西，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巴拉

圭，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案例. 

 美洲国家间发展银行, “Algunas 

experiencias de apoyo a la 

microempresa: síntesis de casos, 

Vol. 2,1996年1月, 包括来自于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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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阿

根廷，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乌拉

圭的案例. 

 国际劳动组织, “国际劳动组织的

小额信贷投资组合-综述” 1999年. 

 Malena, Carmen, “在世界银行资

助的社会基金中非政府组织的介

入；吸取的教训” 世界银行, 1997

年. 

 McGuire, Paul B., “亚洲的二级小

额信贷机构” 小企业发展，1998

年6月. 

 Morduch, Jonathan, “小额信贷的

分裂” 1998年10月29日. 

 Narayan, D. and Ebbe, K., “社会基

金设计”世界银行, 1997年. 

 Ouattara, Koro, “小额信贷批发机

构组织：教训和建议”1998年5月.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和微型公司

金融：从理论到实践”运行评估部

门，1999年11月15日 

 Young, Robin, et al., “小额信贷担

保：基本启蒙和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的实践回顾”，美洲国家

间发展银行，无日期  

这篇不定期报告由 Fred Levy 撰写。Fred Levy 现为一名私人咨询顾问。他在世界

银行不同的业务和政策部门岗位上工作过 25 年，涵盖了多个地区并且近期非常

关注金融部门发展的问题。Levy 先生获有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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