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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对缓解涉农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具有积极作用。 在详细解析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运作特点基础上,归纳出了该业务的风险关键要素:资信风险、供
应链运行风险、质押物风险、技术风险及法规风险。 相较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农产品

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更为复杂,致使一般统计方法无法满足分析需要。 有鉴于此,本文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思路,结合克朗巴哈系数法和德尔菲法,对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

进行评价,得出相关评价结论。 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产品

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预警及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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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提升至战略高度,足见

党和政府对“农村繁荣、农民富足、农业发达”工作

目标的高度重视。 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需要

大量遍布于乡村周边的涉农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
换言之,涉农中小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无疑对乡

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具有助推作用。 然而,现实

中涉农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现有破

解路径都无法有效解决其融资困境,因此探索新的

融资路径变得必要且迫切。 以农产品供应链为研

究对象,以链条中资金薄弱节点为服务目标,旨在

克服涉农中小企业资金不足困境的农产品供应链

金融在此环境中顺应而生。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

出现为破解涉农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一条有

效路径,得到了实业界及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实践中,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也已悄然兴起。 黑

龙江龙江银行于 2006 年尝试开展农业供应链金融

业务,截至到 2011 年末,该行为农业供应链金融业

务发放的贷款余额已达 72 亿多元,累积投放数额

达 268 亿,覆盖土地面积达 3800 多万亩,惠及农户

及就业人员已超过 550 万人,并在实践中开创了收

储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协会+农户等多

种运作模式。 2012 年山东寿光开创了由地方政府

主导,银行、保险公司参与的旨在为蔬菜农户及企

业提供资金的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模式,截至 2013
年 8 月,业务惠及当地农户 6000 多户,龙头企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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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1 家,累积发放贷款 9. 3 亿元。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农产品电

商平台,如国联金服、中农网等,开创了线上农产品

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不难发现,农产品供应链金

融业务在实践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农产品存

在诸多局限,如周期性、弱质性、季节性、波动性等,
使得生产经营农产品的中小企业面临更多不确

定性。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相较一般质押融资业

务而言,参与主体更多、业务流程更为复杂,自然存

在的风险因素也更多。 在此情况下,围绕农产品生

产经营业务开展风险要素的梳理与归纳,风险指标

体系的构建与风险评估等研究就变得必要且紧迫。
David 等[1] 针对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问题,运用

层次分析和频域分析两种方法对业务风险进行了

分析和评价。 Aanmarimind[2] 尝试应用智能决策支

持系统这一方法探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

问题。 庞燕和易君丽[4] 充分解读了农产品物流金

融特点,详细梳理了业务开展中存在的风险要素,
最后给出了针对性的风险应对举措。 李蜀湘和颜

浩龙[6]则分析了新农村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情况,解
读了农户通过传统模式获取资金的违约风险现状,
提出有农户、金融机构、政府、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

融资模式。 李涵等[7] 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农

户、银行、政府、保险公司的角度分析了农产品供应

链金融业务中各方的收益情况及参与条件,并以山

东寿光蔬菜基地为例进行了验证。 曾妮妮等[8] 聚

焦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问题,通过梳理业务风险

类型,归纳整理出了风险关键要素,采用层次分析

法评价了业务风险。 王筱萍和王文[9] 则以四省农

村中小企业集群为例,实证研究了事前甄别对内部

风险治理的影响,为有效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

了决策借鉴。 以上针对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问

题的研究,从多角度进行了探析,但更多聚焦在定

性研究层面,定量研究还相对匮乏。 本文根据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特征的考

量,全面总结了业务风险种类,考虑到业务风险的

复杂、主观等特点,尝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风

险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炼防范对策。

　 　 二、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因素解析

　 　 本研究以重庆市东北地区内开展农产品供应

链金融业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①,通过实地调研取

得本研究分析的直接资料及数据,结合专家意见及

调研结果,经过多次讨论,提炼出影响农产品供应

链金融业务风险的因素,即资信风险、供应链运行

风险、质押物风险、技术风险、合规风险。
第一,资信风险。 资信风险意指借款客户因资

质较弱、信用较低而形成的风险。 相较一般质押融

资业务,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包含的参与主体更

多,不仅有银行、借款客户、第三方物流,还包括核

心企业、上下游企业等,而产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

现为借款客户资信风险和物流企业资信风险。 借

款客户多为涉农企业、农户,因农产品弱质性的特

点致使涉农企业在未来发展、财务管理、自身素质

等方面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由此借款客户资信风

险具体体现在未来发展、财务管理和自身素质等层

面。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资信风险体现的点有所不

同,表现在规模、专业度、责任度等方面。
第二,供应链运行风险。 供应链运行风险是指

农产品供应链在控制度协调性、竞争力等方面的强

弱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控制可理解为农业链条中核

心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农业加工企业、龙头企业、
物流中心等)对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控制程度越强,该链条的运行风险就越小;协
调可理解为链条中企业间的协作顺畅程度,协调性

越好的链条,其运行风险越小;竞争力意指该链条

相对于相似或相同链条的竞争优势大小,竞争优势

越明显的供应链,其运行中的业务风险就越小。
第三,质押物风险。 质押物风险意指质押物本

身变质、市场价值下降、处置渠道不畅等因素产生

的风险。 农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作为质押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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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庆市东北区域包括 11 个区县,是重庆生态涵养区,该区

域地势优越,气候适宜、人口较多,使得农业较为发达,为农产品质

押融资业务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农产

品供应链金融包括许多运作模式,如仓单质押、保兑仓、订单质押、
融通仓、存货质押等,本文风险分析侧重对存货质押运作模式,存货

是资金的另一种存放形式,是需要物流、信息流通力配合的典型,也
是供应链金融的核心模式。



在慢速变质问题,这就要求银行在筛选质押物时应

预先制定准入机制,凡是不满足条件和达不到标准

的,应拒绝接受。 此外,农产品生产经营有周期性、
季节性问题。 在农产品收割季节,大量产品会涌入

市场,价格会顺势下降,所以此时质押物价值会下

降,这要求银行应设置价值平衡机制,当质押物价

值低于标准线时,应要求融资客户及时补充质押物

以保障其价值平衡。 违约处置是银行面临的另外

一个问题,处置的畅通与否将直接影响资金回流额

度,所以银行应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在出现违约情

况后,及时处置质押物避免更大损失。
第四,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可理解为业务开展

过程中因所需技术水平低下或缺失形成的不确定

风险。 农产品质押融资业务较一般存货质押融资

业务更为复杂,在一些环节上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如农产品价值评估技术、质押物仓储技术、价格波

动检测技术、质押物监管技术、仓单真伪甄别技术

等,这些环节会因对应技术水平低下或缺失产生

损失。
第五,法规风险。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是一项较

新的业务模式,相应规制不完善或缺失,这致使业

务运作过程很可能出现质押物权属不清产生法律

纠纷风险、仓单格式不标准或不规范引致的伪造风

险、业务执行不合规造成的违法风险、业务操作无

法可依等法律问题。 法律法规风险是新型业务模

式无法回避的风险类型之一。

　 　 三、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在详细梳理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存在的主

要风险类型及影响因素基础上,本研究对业务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如图 1 所示。
为保障指标体系中所选指标的稳健性,本研究

在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对图 1 所示指标进行信度

测试。 针对每一个指标,依据专家打分方式获得数

据和克朗巴哈系数,进行一一比对和筛选,事先预

设阈值的方能通过检测。 结果显示图 1 所示指标

皆通过检验,说明通过实践调研及理论分析所提炼

的风险因素及相关指标具有稳定性及一致性特征,
符合作为研究对象的标准。

图 1: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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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获取研究所需数据,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

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数据获取方式,对问卷内容进

行了详细筛选和反复推敲,目的是确保能够得到较

为准确的数据信息,保障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在调

查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也进行了慎重考虑,将未

曾开展过该业务,或开展频次很少且效果不佳的对

象排除在考虑范围外。 为方便实地调研,本研究把

调查对象聚焦在重庆地区,在该区域内选择了位于

不同区县的物流企业、金融机构及涉农中小企业,
这些组织都曾经或正在开展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

务,且业务运作效果较好。 本次实地调研活动走访

了共计 35 家企业,其中物流企业 13 家,涉农中小企

业 9 家,金融机构 12 家,被调研企业现场回答了问

卷内容,发放问卷 35 份全部收回。 为因样本不足

而影响评价结果,本研究又通过网络投送或电话采

访等方式进行问卷发布,投送的 115 份问卷收回

108 份,回收率达到 93%。 通过对回收数据进行梳

理和挖掘,剔除数据不完整的 2 份问卷以及所填内

容真实性严重背离的 1 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 140
份(样本的地理分布如表 1 所示)。 对于问卷可信

度问题,本研究在问题设计时有意将第 11 题和 19
题设置成相似问题,问卷收回后,根据获取数据,对
两者进行了相关性检测,发现相关系数为 89%,表
示样本可信度比较理想。

表 1:调查样本的地理分布

项目 万州 开县 云阳 巫溪 巫山 丰都 奉节 城口 忠县

农业型企业数 10 5 6 4 3 7 6 6 3

物流企业数 9 7 4 5 4 8 3 4 6

银行 11 6 8 4 6 4 5 3 3

　 　 (二)研究方法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要求除样本数量足够多、样
本数据足够真实外,还需要有合适的评估方法。 本

研究选择结构方程作为风险评价方法,理由在于:
一是,本文所涉及的风险评价是业务综合性风险评

价,而非某一指标的风险评估或相关关系探究,所
以回归分析无法满足研究需求;二是,综合风险评

价需要对现有多个指标进行压缩归纳提炼,即需要

设置若干“潜变量”,这排除了层次分析法应用的可

行性;三是,纵观图 1 所示的 17 个风险因素,经过分

析不难发现有些指标之间存在严重相关性,有些指

标无法直接观测且不能进行简单替代,这使得因子

分析法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四是,本文研究问题探

究的关系比较复杂,不仅需要探究观测变量间的关

系,而且需要考虑观测变量与“潜变量”间及“潜变

量”内部的相互关系,所以联立方程模型在克服这

一问题时存在局限。 综上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作为

本文问题研究的最佳方法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

依据。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普适性统计方法,不仅可

以探究可观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可以探索潜

变量和可观测变量间或者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用于计量无法

测量的变量,其结构一般分为两块:测量模型及结

构模型。 见图 2 所示。
 

图 2:结构方程模型图

1.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潜变量和观测变量,潜变量

因其在结构关系的作用不同区分为内生潜变量和

外生潜变量。 内生潜变量包括资信风险、质押物风

险两个因素,外生潜变量包括供应链运行风险、技
术风险及法规风险三个因素,每个潜变量不论内生

131

徐　 鹏: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防范研究



或外生都由其对应的观测变量度量和刻画。 资信

风险因素由四个观测变量进行度量,它们是融资客

户财务制度ㄠ1、融资客户素质ㄠ2、第三方物流专业

度ㄠ3及责任度ㄠ4;质押物风险因素由五个观测变量

进行度量,它们是安保投入ㄠ5、信息基础设施投入ㄠ

6、质押农产品价格风险ㄠ7、质押农产品形态风险ㄠ

8及质押农产品销售风险ㄠ9;供应链运作风险则由

三个观测变量刻画和度量,它们是供应链管控风险
 

㈰1、供应链协调风险
 

㈰2
 、供应链竞争风险

 

㈰3;技术

风险由质物评估体系㈰4
 及质物评估技术㈰5

 两个观

测变量进行度量和刻画;法规风险则由质押农产品

权属风险㈰6与合规风险㈰7两个观测变量进行度量和

刻画。
结合上文解析,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如下:

 

m = Amλ + γ
n = Anω + μ
ω = Bω + Hλ + ε
在方程表达式中,

 

m与 n 分别代表 λ与 ω的观

测变量矩阵, An 为变量矩阵 m 与观测变量 λ 的相

关关系, An 表示变量矩阵 n和观测变量 ω的相关关

系。 γ 、 μ 各自表示为观测变量矩阵 m 、 n 在观测上

存在的误差。 B 意指系数矩阵,表达内生潜变量间

的相关关系; H 也为系数矩阵,但与 B 不同的是,表
示的是外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ε 则为无法观测的

随机项,意指不能被解释的部分。 综上对结构方程

模型的解析,不难发现该模型不仅可以衡量观测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也可以计量观测变量与潜变量,
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这对本文研究问题

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2. 模型运算

模型构建完成后,利用问卷和现场访谈等收集

的数据运行模型,对模型运行结果,本研究进行了

多次迭代调整,如重新分析数据,对有异常的数据

进行剔除等,目的是为得到最优的运行结果,为本

文研究对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基础。 经过不断验算、
调试后,最终得到了模型运行较为理想的结果,见
表 2 所示。

表 2: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参数估值及可信度

风险因素 Estimate
  

T P-value
τ1 0. 451 3. 153 . 000
τ2 0. 386 3. 061 . 000
τ3 0. 613 3. 492 . 000
τ4 0. 336 2. 748 . 000
τ5 0. 113 2. 219 . 000
ω1 1. 032 3. 267 . 000
ω2 1. 318 2. 937 . 000
ω3 1. 416 3. 324 . 000
ω4 1. 253 2. 631 . 000
λ1 1. 041 2. 250 . 000
λ2 0. 852 1. 687 . 040
λ3 0. 533 1. 676 . 060
ω5 1. 231 2. 369 . 000
ω6 0. 732 1. 783 . 030
ω7 1. 585 2. 886 . 000
ω8 1. 464 3. 264 . 000
ω9 1. 313 3. 349 . 000
λ4 1. 025 2. 364 . 000
λ5 1. 122 2. 543 . 000
λ6 0. 314 1. 657 . 035
λ7 0. 156 1. 831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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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模型结果拟合检验与解析

模型运行结果的可靠性、稳定性等对计量研究

而言至关重要,是后续分析及政策建议的理论基

础。 为保障本文模型运行结果的可靠性及稳定性,
本文对运算结果进行了多角度检验,检验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模型拟合效果检验

方法 卡方 n P 值 NFI RFI IFI TLI CFI CMIN / DF CMSEA

指标 336. 18 141 0. 000 0. 913 0. 894 0. 937 0. 918 0. 927 1. 763 0. 036

　 　 由拟合效果检验情况看,各指标都在有效范围

内,检验效果良好。 换言之,模型运行结果具有可

靠性、稳定性等属性,可以进行解析。
表 2 结果显示,五个潜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检

验。 其中质押农产品风险对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

务风险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 0. 613。 在其所属

的五个观测指标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质押农产品

价格风险,排在其后的是质押农产品形态及销售风

险。 这一结果表明,质押农产品风险是业务开展过

程中最需要防范的风险因素,农产品慢速变质、季
节性、周期性等属性致使其在业务中容易毁损、变
质、价值波动等,所以对该因素重点关注十分必要。

资信风险在指标估计值中排在第二位,为

0. 451,其所属指标中,融资企业的素质及物流企业

的专业度较为重要,估计值较大。 融资企业素质意

指融资企业的信誉度、规章制度、领导层的整体经

验、品牌形象等,素质好的融资企业通常愿意保护

企业的美好形象,从而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违约,而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融资客户多为涉农中小

企业,这些企业多数处在乡村附近,交通相对较差,
而质押的农产品又需要较为完善的运输方案、较好

的仓储条件等,这对第三方物流的专业度要求就更

高,换言之其专业度对业务的影响会更大。
仅次于质押农产品及资信风险的是供应链运

行风险,其模型估值是 0. 386,在所属的三个指标

中,供应链控制风险估计值较大。 因为业务的特殊

性使得业务开展过程中对核心企业的依赖相对较

大,而核心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将较强影

响业务开展的顺畅程度。 技术风险因素估值是

0. 336,位居第四位,这说明技术风险对业务整体风

险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相当快

速且日益成熟,加之供应链金融实践业务发展迅速

及农产品相关配套技术也较完备,所以尽管农产品

供应链金融业务较新,但业务中所需要的相关技术

都可获取配置,使得技术风险因素的影响得以弱

化。 在其下一层指标中,质押物农产品评估技术指

标估计值稍高于质押物评估体系指标评估值,因为

农产品的特性决定对其价值评估更加依赖高水平

的技术服务。 法规风险指标对业务风险影响在五

个指标因素中最小,估值是 0. 113,所属指标中,质
押物权属风险因素估计值要大于合规风险因素估

计值。

　 　 五、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风险防范举措

　 　 (一)防范质押物风险举措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关键环节是融资客户需

将一定价值的质押物交于第三方物流监管,这是银

行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融资客户到期履约的

重要动力。 根据评估结果,质押农产品风险对业务

风险影响最为明显,所以应作为防范重点。 首先,
在质押农产品价格变化方面,应建立完善的价格检

测体系,增加新检测设备购买,旧检测设备的换代

升级,提升负责人员的培训力度,熟练设备的使用。
此外,还应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尤其是供求关系信

息的搜集分析。 其次,在质押农产品形态风险的管

控方面,应加强对农产品的筛选,设置质押物标准

体系,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不符合要求的不能作为

质押对象。 在质押农产品销售渠道风险方面,银行

和物流企业应保持信息畅通,积极稳定并拓宽销售

渠道,比如利用电商平台等,加快质押农产品的变

现速度,避免更大损失。 最后,应督促第三方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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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安防投入,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监管机制。
避免质押农产品毁损、被盗等事件发生,同时完善

的信息平台能够对突发事件及时处理,并对日常监

管工作业态也能实时掌握了解等。
(二)防范资信风险举措

由上文分析可知,资信风险对整体业务风险的

影响主要来自于融资客户与第三方物流企业。 融

资客户资信主要受制于财务状况、财务制度、自身

素质等因素。 财务状况是否良好,财务制度是否健

全是反映企业到期能否还款的重要因素。 财务状

况好,财务制度健全的企业说明其经营状况处于良

好状态,稳定的收益、有序的资金融资及高效的管

理手段将对未来企业成功还款具有积极影响。 融

资客户自身素质反映了其形象、品牌、美誉的综合

表现,该指标越好,企业出现违约的概率就越低,因
此考核该指标是有效防范业务风险的又一关键环

节。 第三方物流资信风险主要体现在专业度和责

任度两个方面。 首先,第三方物流应改善运输条

件、仓储条件、检测设备、信息平台等内容,增强专

业水平,此时应对资源整合能力、方案优化能力再

提升,这也是专业度强的体现。 其次,组织内部应

健全机制,权责分明,做到政令畅通,有效传达。 最

后,应对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责任心加强培训,保
证从人员做到勤恳敬业。

(三)防范供应链运行风险举措

链条内部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保障信息互通。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注

点不再聚焦某个企业,而延伸至整个链条。 在风险

防范上,参与主体银行等不再单单关注借款企业的

生产经营等情况,相反其会更关心整个链条,特别

是核心企业的经营情况。 因此供应链的高效运作

是降低风险的重要环节,而信息在链条内的高效流

通是链条平稳运行的保障。 构建业务参与主体间

的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银行、第三方物流、核心企

业间保持信息畅通更为重要。 一是可以保持实时

沟通,银行可以深度参与供应链链条内部,了解运

作情况,避免意外情况发生;二是能够监督资金使

用、流向,保障资金用于向核心企业采购商品或购

买原材料进行生产等活动;三是出现突发情况时能

够迅速反应,及时处理,减少损失。
(四)防范技术风险举措

相较传统质押融资方式,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

务模式更为复杂,加之质押农产品自身特征,使得

业务开展更需技术支撑。 技术支撑不足或技术水

平低下都会增加业务不确定因素,所以提高作业任

务的技术水平对降低风险发生概率有积极意义。
提高业务处理技术水平的一个策略就是增加投入,
如采购更加先进的价值评估设备、质押物变质或损

耗检测设备、价格波动观测设备、仓库监控设备、运
输路线优化设备等,以确保业务处理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 此外,积极向同行学习,积累经验,完善管

理、沟通等机制也是提高技术水平的举措之一。
(五)防范法规风险举措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是一项全新融资模式,业务

运作过程中面临许多新业务环节和活动,而现有法

律制度或条款中并未涉及,这使得业务中出现的纠

纷和矛盾无法找到解决依据,或者有些条款存在,
但并非用于解决新问题。 有鉴于此,针对业务活动

中新事项、新实践应及时制定或修缮相关法律条

款。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业务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

多部法律,制定或修缮这些法律的相应条款对农产

品供应链金融的健康运行具有显著意义。 比如,应
完善物权登记网络公示制度,细化业务合同条款,
规范仓单规格,完善违约处置规制等。

　 　 六、结语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是以整个供应链为服务基

础,以链条中资金薄弱节点为服务对象,通过核心

企业的信用注入,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水平进而弥补

资金不足的新型融资模式。 该模式相较一般质押

融资形态,更为复杂、环节多、主体多且诉求不同,
又缺乏理论指导,致使运作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多,
影响业务的有效开展。 有鉴于此,本文从业务风险

要素分析入手,详细梳理业务风险关键要素,构建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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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防范建议。 业务风

险若能得到有效防范,有助于业务的顺利开展,提
高业务功效,缓解链条中涉农中小企业的资金不足

困境,提高整个农业产业链条的运作效率及效益,
助力乡村振兴伟大工程的顺利实现。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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