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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福建、河南和四川 3 省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两部模型，将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
分析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状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探讨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
支付意愿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60.98% 的农户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支付费用，具有参与意愿的农户平均支
付水平为 429.08 元。农户之间虚拟社会网络存量分布较不平均，有较多农户虚拟社会网络存量尚处于较低水平，
农户之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均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
这种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参与意愿越高。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缓解收入水平较低的
农户在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时所面临的不利影响。因此，提出应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改善农户用网环境；
激发农村地区经济活力，改善农户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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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impact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ed on a survey data in Fujian, Henan, and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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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plor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leasant living rural environment.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820 farmers in Fujian, Henan and Sichuan and applying a two-part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participation in payment and the amount of payment. Results show that 60.98% of
famers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 with the average willing payment of 429.08
yuan. The distribution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stock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s relatively uneven, and there are more
rural households whose virtual social network stock is still low, and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income levels among rural
households.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farmers with higher agricultural
income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virtual social network is helpful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effects faced by farmers with low income when participating in villag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promoting Internet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to improv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for farmers; and 2) to stimulate economic vitality in rural areas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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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宜居的村庄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任务之一。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取得巨大成
就，但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
于农村环境问题成因复杂，仅靠政府的力量无法完
全满足需求，近年来，我国逐渐转变治理逻辑，在
农村环境治理上寻求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结构，作
为农村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且具有“在场优势”
，
农户被认为是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成效的关键力
量 [1-2]，如何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成为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能够较好地衡
量人们对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偏好以及参与治理的
意愿和逻辑 [3]，因此，了解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意
愿对打造美丽乡村十分重要。近年来，农户生活发
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战略的推动下，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来
源更加多元，收入结构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
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线上的虚拟空间逐渐成为农
户交流的重要渠道，基于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会网
络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因此，探究虚拟社会网络、
收入状况与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对提
升村庄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研究已经十分
丰富。其一，在测量方法方面，目前相关研究使用
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
、 选 择 实 验 法（Choice
Experiment，CE）和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LSA）等。其中，CVM 是当前学界应用较
为广泛的测量方法 [4-5]。CVM 一般通过直接询问受
访者为改善当前环境质量而支付货币的意愿以及愿
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量来评估受访者环境治理支付意
愿，具有使用灵活、反馈直接等特点 [6]。其二，在
应用方面，当前学界已经将支付意愿的测算运用
到不同环境治理领域中，譬如对空气质量改善、流
域生态环境恢复等方面 [7-8]。随着我国农村环境问
题逐渐凸显，部分学者开始将支付意愿的评估应
用到我国农村环境改善中。如何可等 [9] 基于湖北
省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
支付意愿，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讨论了新老农民
支付意愿的差异。杨卫兵等 [10] 基于江苏省调研数
据，分析了农户水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贾亚娟等 [11]
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
付意愿。其三，在影响因素探究方面，目前学者主
要从环境认知、禀赋特征等方面研究了农户环境治
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如池上新等 [12] 基于 CGSS
数据研究认为，个体的环境关心程度越高，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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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支付意愿越强，而政府信任会对这种关系产生调
节效应。郑淋议等 [13] 基于三省调研数据研究认为，
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等都会影响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
农户是否为环境治理付费是一种决策行为，从
嵌入性视角看，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所处关
系网络的影响 [14]，而关系网络又在我国农村社会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从社会网络角度探析农户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近年来已
有学者探究了社会网络与农户环保行为的关系，主
要认为社会网络发挥着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的作
用。如史恒通等 [15] 基于黑河流域调研数据研究认为，
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农户收集和分享环保信息的能
力越强，
从而有更高的流域治理参与意愿。杨志海 [16]
基于长江流域六省调研数据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
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拓展社会网络有利
于农户加强绿色生产技术的使用。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与发展，农户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开始发生改变，
Rheingold [17] 研究认为，人们能够在虚拟社区中获
得与现实社区相似的效用和情感，然而现有研究鲜
有将社会网络概念嵌入互联网语境之下，缺少对基
于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社会网络的探索。因此，虚
拟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还有待
进一步探究。
除社会网络外，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本，收入是
否能够影响农户环保行为受到了诸多关注，现有研
究虽进行了诸多探索，但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从收
入水平上看，一类研究认为，农户收入水平越高，
其参与村庄环境治理的意愿越强。如刘春霞等 [18]
基于吉林省调研数据研究认为，农户收入水平与其
参与村庄环保公共品供给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葛
继红等 [19] 基于苏皖两省农户调研数据研究认为，
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环保支付意愿也越高。另一类
研究认为，收入水平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并无
显著关系。如汪红梅等 [20] 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研
究发现，虽然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更愿意通过
投资的方式参与环境治理，但对参与环境治理的意
愿没有显著影响。唐旭等 [21] 基于五省调研数据研
究发现，家庭收入并不能显著影响农户为垃圾运收
管理付费的意愿。从收入来源上看，随着城镇化的
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在提升农户收入
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户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不再是
农户收入的唯一来源。对于这种变化，一些学者进
行了讨论。如蔡起华等 [22] 基于三省调研数据研究
发现，农业收入越高，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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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意愿越强，而非农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王
亚华等 [23] 借助 IAD 框架，分析认为农业收入较高
的农户参与村庄集体活动的程度越高。因此，农户
收入是否会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产生影响还需进一
步讨论。
综上，现有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第一，已有研究多侧重研究支付意愿
的有无，而对支付意愿的强弱关注较少 ；第二，已
有研究对社会网络的讨论多基于传统农村人际交往
方式展开，而对信息化时代下虚拟社会网络的关注
较少 ；第三，已有研究多从收入水平角度展开，较
少考虑农户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的影响。第四，已有研究较少将虚拟社会网络与收
入状况同时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下，且作为重要的社
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可能
存在相互联系关系，若忽略二者的交互效应则容易
造成估计结果有偏。基于此，本文利用福建省、河
南省和四川省 3 个省份 820 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使
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进行估
计，将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支付
水平，运用两部模型，讨论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状
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
分析以及探讨二者之间的交互效应，以期为提升农
村环境治理水平提供借鉴。

1 理论假设
农户为环境治理支付费用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
经济决策，包括“农户是否愿意支付费用”和“农
户愿意支付费用的具体金额”两个决策阶段，已有
研究在分析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时并未清晰区分
这两个决策过程。根据 Kristrom [24] 的研究，决策者
在两个决策阶段时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并不一致，如
果不进行区分，则容易造成估计的偏误。为了使估
计结果更加准确，更加深入地探究农户环境治理支
付意愿，本文将这种决策分为两个阶段识别，第一
阶段为参与决策，即农户的参与意愿，反映农户是
否愿意为改善当前环境而支付费用 ；第二阶段为数
量决策，即农户的支付水平，反映农户支付费用的
具体数额。当支付费用所带来的效用大于支付费用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时，农户才具有参与意愿，而所
带来效用的大小决定了农户支付水平的高低。
1.1 虚拟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强调人们之间的互动联系，信息时代
下，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互动成为农户交流的重要方
式，在虚拟社会网络中，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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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更广，更加方便农户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具体而
言，虚拟社会网络至少能从三个方面对农户环境治
理支付意愿产生影响。
1）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
品属性，环境治理是一项村庄公共事务，为环境治
理支付费用的行为可以看作村庄集体行动的参与。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农户对治理预期产生不确定性，
因此快速、准确地获得相关信息对农户环境治理支
付意愿有重要影响。与传统社会网络不同，虚拟社
会网络中农户之间的交流基于互联网实现，不再需
要面对面的过程，这加速了环境治理信息的分享与
传播，降低了农户信息获取成本 [25]，从而有利于提
升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2）扩大信息获取半径。传统社会网络的覆盖
范围往往局限于一个区域之内，网络内成员所分享
的信息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不利于农户获取新
信息，信息的局限会影响农户的决策 [26]。虚拟社会
网络扩大了农户的交流距离，打破了传统社会网络
存在的局限性，这一网络下农户所获得的信息更加
系统和深入。农户在掌握更为完善信息的情况后进
而对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3）促进互动学习。村庄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
和长期性，其效果并不能及时反馈，提升农户环保
知识有利于加强其对环境的偏好，从而有利于促进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虚拟社会网络方便了不同环保
态度的人们进行互动交流，为农户学习环保知识创
造了便利条件。据此，本文认为虚拟社会网络的拓
展能够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1.2 收入状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当前我国农户的整体收入水平已有显著提高，
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户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不
同收入水平下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也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农户收入水平至少能从两个方面对农户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产生影响。一方面，收入水平影
响农户的支付能力。农户为环境治理支付费用的决
策需要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做出，农户收入高低不同，
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强弱也不同。因此收
入水平较高的农户能够更好地分摊付费所带来的经
济损失，从而有利于农户环境治理的参与。另一方
面，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的环境偏好。收入水平反映
了农户在村庄中的经济地位，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
由于更加关注自身生计状况而对环境问题相对忽
视 ；而对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他们有更好的资
本积累，获取环保知识的能力更强，有更强的环境
偏好 [27]。此外，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往往在村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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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地位，为了保证其在村庄中的影响力，他
们更愿意为村庄环境治理付费。据此，本文认为收
入水平越高的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
农户的收入主要可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
入，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庄治理产生的影
响也不相同。一方面，对农户的环境感知产生影响。
环境感知影响着农户对村庄环境的关注度。农业收
入较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更强，因此在村时
间相对更长，导致其对村庄环境的变化有更深的了
解和更高的关注 ；而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与城
市的联系较为紧密，对村庄环境变化的感知较弱，
对村庄事务的关注也较为不足，可能导致其为村庄
环境治理付费的意愿较弱。另一方面，对农户的利
益感知产生影响。在环境治理中，能从中获得更高
利益的群体的参与意愿更强 [28]。村庄环境具有公共
物品的属性，在村时间较长的农户能够享受到更多
村庄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促使其更愿意参与村
庄环境治理。对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而言，由于
在村时间短，从村庄环境改善中获得直接收益较低，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为村庄环境治理付费
的意愿可能不如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据此，本文
认为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强。
1.3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
意愿的交互影响
相比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
农户由于预算约束，环境关注不足等问题，其环境
治理支付意愿受到损害。虚拟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农
户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环保信息，因此，借助于虚
拟社会网络，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能够了解到更多
环境信息与当前的环保现状，提升环保意识，从而
更加关注环境变化，提升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据此，
本文认为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能缓解收入水平对农
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约束。

2 研究方法

大。因此调研区域的选择具有一定全国代表性。课
题组遵循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样本农
户，首先在每个省份中随机选取 2 个地级市，每个
地级市中随机选取 2 个县市，每个县市随机选取 2
个乡镇，每个乡镇中随机选取 2 个自然村，最后在
每个自然村中随机选取部分农户进行访问，每个村
庄访问的农户数量控制在 10~20 户之间。本次调研
最终收获 820 份有效问卷。其中福建省 239 份，河
南省 307 份，四川省 274 份。为保证数据质量，调
研通过调研员与受访者一对一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
行，每位调研员均事先经过培训，每位受访者均为
户主或是重要家庭决策者，从而为本文实证部分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样本农户中，男性占 69.02%，表明受访者以男
性为主 ；年龄在 40~70 岁的占 73.29%，表明受访者
以中老年群体为主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
85%，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较低 ；家庭人
口数量在 4~6 人的占 66.7%，表明受访者家庭规模
以中等家庭为主（表 1）
。总体来看，样本农户主要
表现为受访者男性为主、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较
低，家庭规模多为中等家庭等基本特征。

Table 1

表 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Basic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f sample farmers

基本情况
受访者性别

受访者年龄
（岁）

受访者受教育
程度
家庭人口数量
（人）

变量

样本量

比例（%）

男

566

69.02

女

254

30.98

≤ 40

173

21.10

40~50

269

32.80

50~60

185

22.56

60~70

147

17.93

>70

46

5.61

小学及以下

356

43.41

初中

341

41.59

高中及以上

123

15.00

1~3

185

22.56

4~6

547

66.71

≥7

88

10.73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9 年 1
月在福建省、河南省和四川省开展的实地调研，这
三个省份的经济地理条件各不相同。从经济上看，
2018 年福建省、河南省和四川省的人均生产总值分
别为 9.12 万元、5.02 万元和 4.89 万元。从地理条
件上看，福建省多山；
河南省地形多样，西部为山地，
中东部为平原 ；四川省地貌复杂，拥有高原、山地、
丘陵和平原等多种地貌。从地理位置上看，三个省
份分别位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跨度较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农
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包括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本
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开放式引导方法，具体通
过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解。首先，询问“若您村将
加强对村庄生活环境的治理力度，包括绿化、美化
环境、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几个方面，以提升村民的
生活环境，您是否愿意为改善村庄生活环境支付费
用？”
，以了解农户参与意愿。若农户愿意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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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生活环境支付费用，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其次，若农户具有参与意愿，则进一步询问农户
“愿意为改善村庄生活环境支付多少钱？”
，引导其
给出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以
了解农户支付水平 ；若农户没有参与意愿，则不进
行第二阶段询问，支付水平记为 0。在询问受访者
支付意愿之前，调研员根据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对
农户的环保态度和当地的环境状况进行了询问与了
解，以克服调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假想偏差。
2）核心解释变量 ：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
本文选取了两个核心自变量。第一个核心自变量为
农户虚拟社会网络。已有研究中，Ellison 等 [29] 使
用 Facebook 好友数量衡量虚拟社会网络，基于理论
分析，结合数据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使用“微信好
Table 2
变量类别
因变量
核心
自变量

变量说明及赋值
是否愿意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支付费用 ：是 =1，否 =0

均值

标准差

0.610

0.488

支付水平

为改善环境支付的具体金额数量（元）
，用对数表示

3.315

2.797

虚拟社会网络

微信好友数量（人），用对数表示

2.980

2.175

收入水平

上一年（2018 年）家庭总收入（元）
，用对数表示

11.112

0.892

年龄

2019 年受访者的年龄（岁）

50.707

11.788

年龄的平方

2019 年受访者年龄的平方，用年龄的平方除以 100 表示

27.100

12.470

0.690

0.463

2.623

0.908

3.77

0.993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控制
变量

友数量”作为虚拟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微信是当
前我国使用最为广泛的网络通讯工具之一，微信好
友数量体现了农户的交友广度，能较好地反映农户
虚拟社会网络存量。另一个核心自变量为农户的收
入水平。收入水平通过计算农户上一年（2018 年）
家庭总收入获得，数值越高表示农户收入水平越高，
反之则越低。
3）控制变量。借鉴现有研究，本文从个人层
面、家庭层面和区域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环境
治理支付意愿的变量。具体而言，个人层面包括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 ；家庭层面包括
老年人口数量、未成年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 ；区域
层面则引入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区域差异。
本文选取的变量和描述性统计具体详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ﬁ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参与意愿

5

健康状况

男 =1 ；女 =0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没有受过教育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 中专 =4 ；
大专及以上 =5
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 =1 ；不健康 =2 ；一般 =3 ；比较健康 =4 ；
非常健康 =5

老年人口数量

受访者家庭 64 岁以上人口数量（人）

0.657

0.833

未成年人口数量

受访者家庭 15 以下人口数量（人）

0.868

0.884

耕地面积

受访者家庭总种植耕地面积（公顷）
，用对数表示

0.645

0.993

福建省

样本调查地位于福建省，是 =1 ；否 =0

0.292

0.455

河南省

样本调查地位于河南省，是 =1 ；否 =0

0.374

0.484

四川省

样本调查地位于四川省，是 =1 ；否 =0

0.334

0.472

注 ：为避免异方差造成的估计偏误，对支付水平、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取对数处理。

2.3 模型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前者
为二分变量，后者为存在部分零值的连续变量。部
分学者选择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但使用 Tobit
模型则假定各变量对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的影响一
致。 参 考 Duan 等 [30] 和 Farewell 等 [31] 的 研 究， 本
文选择使用两部模型（Two Part Model）进行估计，
在假定农户每个决策阶段拥有不同的决策机制且相
互独立的基础上，对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分别使用
Probit 模型和 OLS 模型进行独立估计。
首先，对参与意愿进行 Probit 估计 ：

P ( Di = 1) = ϕ (α1 X 1i + α 2 X 2i + ε i )

（1）

式中 ：Di 表示农户参与意愿即农户是否愿意为改善
环境支付费用，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累计函数，X1i
表示核心自变量，X2i 表示控制变量，α1 和 α2 表示
待估系数，εi 表示随机误差项。
其次，仅对有参与意愿农户的支付水平进行
OLS 线性估计 ：
Yi = β 0 + β1 X 1i + β 2 X 2i + µi

（2）

式中 ：Yi 表示支付水平即农户愿意为改善环境支付
多少费用，β0、β1 和 β2 为待估系数，μi 为随机扰动项。
2.4 稳健性检验法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因变量进行重
新处理，并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的方式进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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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性检验。对因变量重新处理的方法如下 ：根据农
户的支付水平进行分档赋值，对于支付水平为 0，
即没有支付意愿的农户，记为第一档次，赋值为 0；
支付水平在 [1, 100] 之间的，记为第二档次，赋值
为 1 ；支付水平在 (100, 200]、(200, 300]、(300, 400]
和 (400, 500]，分别记为第三、四、五和六档次，分
别赋值为 2、3、4 和 5 ；支付水平在 500 元以上，
记为第七档次，赋值为 6。重新处理后的因变量为
有序分类变量，因此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
具体形式为 ：

yi = f (γ 0 + γ 1 X 1i + γ 2 X 2i + λi )

将全部样本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青年组和中老年
组。其中借鉴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方法（https://
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70840?locale=zh#sthash.
VgNhn2gl.dpuf）
，将年龄在 45 岁及以下的农户记为
青年组，年龄在 45 岁以上的记为中老年组。其余变
量保持不变，运用两部模型，分析虚拟社会网络与
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分析
虚拟社会网络的平均值为 85.33 人，将所有样
本的虚拟社会网络存量进行四等分后发现，全部样
本中，虚拟社会网络存量在 50% 分位点及以下的样
本有 414 户，占比 50.48%，其中存量为 0 的农户有
255 户，占比 31.09%（表 3）
，表明农户之间虚拟社
会网络存量分布较不平均，有较多农户虚拟社会网
络存量还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部分
地区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互联网普及率不高，
另一方面部分农户互联网使用能力较低，无法充分
利用互联网构建虚拟社会网络，说明农村地区移动
互联网发展仍有待加强。
收入水平的平均值为 99 403.52 元，将收入水平
进行四等分后发现，全部样本中，收入水平在 25%
分位点及以下的样本有 206 户，占比 25.12%，收入
水平在 75% 分位点及以上的样本有 205 户，占比
25.00%（表 3）
，且最高分位的区间均值与最低分位
的区间均值的比值约为 7.76，说明当前农户之间的
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3）

式中 ：yi 表示重新处理后的因变量，γ0、γ1 和 γ2 为
待估系数，λi 为随机扰动项。

yi*

0, y*≤ r0

*
1, r0 y r1

*
2, r1 y r2
…

6, r5 < y*


（4）

式中 ：y*i 是 yi 背后不可观测变量，即潜变量。
2.5 异质性检验法
由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在生活经历、
价值观念等存在差异，诸多研究讨论了相关因素影
响农户支付意愿的性别差异以及年龄差异 [9, 32]。为
探究本文主要结果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对研究结果
进行更全面的讨论。根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即
Table 3
变量名称

虚拟社会网络

收入水平

表 3 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分布统计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分布区间

区间均值（人、元）

样本量

比例（%）

(0%, 25%]

0

255

31.09

(25%, 50%]

22.23

159

19.39

(50%, 75%]

76.05

203

24.76

(75%, 100%]

251.22

203

24.76

(0%, 25%]

28 953.48

206

25.12
26.22

(25%, 50%]

60 337.05

215

(50%, 75%]

85 113.22

194

23.66

(75%, 100%]

224 692.90

205

25.00

3.2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分析
参与意愿中，有 500 户农户选择愿意为改善村
庄生活环境支付费用，
占样本总量的 60.98%（表 4）
，
可以看出，农户为村庄环境治理付费的积极性整体
一般。在具有参与意愿的样本中，农户的平均支付
水平为 429.08 元，从平均值看，农户支付水平相对
良好，然而从分布区间上看，有 55.80% 的农户支

付水平在 200 元及以下，34.20% 的农户支付水平在
400 元以上，说明多数农户的支付水平处于较低水
平，且农户之间的支付水平差距较大。综合来看，
当前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仍有待提高。
3.3 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状况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
意愿的影响
表 5 中模型一反映了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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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 4 样本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统计
Statistics of sampl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变量名称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元）

变量界定

样本量

比例（%）

愿意

500

60.98

不愿意

320

39.02

合计

820

100.00

[1, 100]

161

32.20

(100, 200]

118

23.60

(200, 300]

42

8.40

(300, 400]

8

1.60

(400, 500]

91

18.20

>500

80

16.00

合计

500

100.00

平越高则越有能力承担支付环境治理费用所付出的
成本，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主要将家庭收入用于
基本生计上从而会降低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且收入
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在村庄中具有较高地位，为了
提高其在村中的影响力，这部分农户会表现出更高
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户环境治理支
付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在模型一的基础上，
本文将农户收入水平分为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进行
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 中模型二。结果表明，农业
收入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表明
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参与意愿越高。这主要是缘于
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会更多地参与农业生产，因此
相对而言有更强的乡土依赖。一方面，这部分农户
对村庄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从而对村庄环境有更
高的关注度 ；另一方面，这部分农户从村庄环境治
理中所获得的效益更高，能够提升农户的参与意愿。
从控制变量上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
状况和未成年人口数量会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产生显著影响（表 5）
。其中，年龄变量在 5% 的水
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年龄的平方变量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表明
年龄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呈倒“U”
型分布。这主要是缘于年轻一代农户更加关心家庭
生计问题而忽略了对村庄环境的关注，年老一代农
户由于在村生活的时间更长，对村庄的归属感更强，

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两部模型估计结果。首
先，虚拟社会网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参与意
愿，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水平，表明
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
意愿。这主要是缘于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构建的虚
拟社会网络具有更高的信息传播效率以及更广的信
息传播空间，克服了现实社会网络所存在的限制。
农户不仅能快速了解同一区域内其他农户的环保态
度，还能快速获取最新的环境信息和环保政策，从
而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环保
认知，从而有利于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
其次，收入水平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
响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表明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这主要是缘于农户收入水
Table 5

表 5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模型一

变量名

模型二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099***

0.034

0.027**

0.012

0.112***

0.035

0.186***

0.060

农业收入

0.014***

0.005

0.016

0.015

非农收入

0.012

0.009

0.019

0.027

0.012

0.027

0.032

0.012

-0.020

0.031

0.038

0.108

0.106

收入水平

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别

标准误

0.023*

0.012

0.056***

0.021

-0.029**
0.031***
-0.027

回归系数

支付水平

标准误

虚拟社会网络

边际效应

参与意愿

0.012

0.026

0.031

0.012

-0.022

0.030

0.038

0.140

0.104

-0.031**
0.034***
-0.039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受教育程度

0.051**

0.021

0.208***

0.058

0.057***

0.021

0.223***

0.059

健康状况

0.139***

0.035

0.187*

0.107

0.137***

0.035

0.179*

0.108

-0.028

0.021

0.095

0.063

-0.027

0.021

0.097

0.064

-0.048**

0.020

-0.073

0.059

-0.042**

0.020

-0.052

0.059

-0.010

0.016

-0.010

0.049

-0.016

0.017

0.009

老年人口数量
未成年人口数量
耕地面积

0.049

区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方或伪 R 方

0.065 1

0.209 8

0.066 5

0.196 2

样本量

820

500

820

500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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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因此更愿意为改善村庄环境付费。受教育程度变量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支付水平，表明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这主要是缘于受
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往往拥有更高的环保综合素质，
有更强的环保认知，更关心环境，因此有利于环境
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健康状况变量均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支付水平，表明健康
状况越好的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这主要是
缘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往往对生活环境有更
高的要求，对环境的关注度更高，因此有更高的环
境治理支付意愿。未成年人口数量变量在 5% 的水
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参与意愿，表明家中未成年人口
数量越多的农户参与意愿越低。这主要缘于抚养未
成年子女需要投入更多的家庭资源，家庭经济压力
也相对较大，为保证家庭支出的平滑，因此家中未
成年人口数量越多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不为环境治
理付费。
3.4 稳健性检验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虚拟社会网络

0.087***

0.029

收入水平

0.183***

根据性别和年龄对样本农户进行分组，对虚拟

已控制

伪R方

0.033 3

样本量

820

表 7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男性组

变量

0.050

控制变量

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
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其余控制变量保持不变，使用
两部模型进行分析。
虚拟社会网络对在 10%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
响男性农户的参与意愿，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影响
支付水平（表 7）
，表明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
提升男性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收入水平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男性农户的参与意愿和支付
水平，表明对与男性农户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则环
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收入水平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正向影响女性农户参与意愿，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正向影响支付水平，表明对于女性农户而言，收
入水平越高则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综合结果可
以发现，无论对于男性农户还是女性农户，收入水
平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而虚拟
社会网络的拓展仅提升了男性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
意愿，可能原因在于，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愿
意去探讨公共事务，虚拟社会网络丰富了农户的信
息来源，提供了可以跨时空交流的社交平台，因此
更能够激发男性农户对村庄环境的关注，因此有更
高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为判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因变量进行了
重新处理，在其余变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6）
。
估计结果显示，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
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无论是在作用方向还是显著
性情况，都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虚拟社
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前述
结果较为稳健。
3.5 异质性分析

Table 7

有序 Probit 模型

变量名

参与意愿

女性组
支付水平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虚拟社会网络

0.027*

0.015

收入水平

0.048*

0.028

回归系数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0.106**

0.043

0.007

0.021

0.068

0.055

0.143*

0.075

0.198**

0.096

0.300***

0.1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方或伪 R 方

0.064 8

0.181 8

0.101 9

0.297 7

样本量

566

340

254

160

虚拟社会网络在 10%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
中老年组农户的参与意愿，在 5% 的水平上正向显
著影响支付水平（表 8）
，表明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
有利于提升中老年组农户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收
入水平在 5%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中老年组农户
的参与意愿，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支付水

平，表明对于中老年组农户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
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越高。
通过对比青年组和中老年组的结果可以发现，
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仅对中老年组的农户有显
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
户居住在村庄的时间相对更长，有更强的乡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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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表 8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年龄差异
Ag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s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s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青年组

变量

中老年组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回归系数

虚拟社会网络

0.022

0.027

0.072

0.069

0.024*

0.014

0.092**

标准误
0.041

收入水平

0.053

0.051

0.130

0.103

0.067**

0.022

0.202***

0.07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方或伪 R 方

0.068 8

0.068 6

0.099 7

0.246 3

样本量

316

196

504

304

对农村环境的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因此通过虚拟
社会网络了解到更多的环保信息后，有更高的环境
治理支付意愿 ；另一方面，与中老年组农户相比，
年轻农户外出务工的机会更多，能够获得更多的非
农收入，在其收入结构上农业收入的占比较低，因
此收入水平对青年组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并不显著。
3.6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交互项对农户环境治
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分析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在 10% 的水
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表 9）
，表明随着农户
Table 9

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会下降，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有利于缓解收入水平
较低的农户在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时所面临的不利影
响。这主要是缘于虚拟社会网络的拓展降低了农户
决策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提升环境认知，
能够有效缓解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环境关注度不足
的问题。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对支付
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虚拟社会网络只
能解决收入水平较低农户的环境关注不足问题，并
不能突破由于收入较低带来的预算约束问题，因此
对支付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表 9 虚拟社会网络与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影响的交互效应分析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virtual social network and income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虚拟社会网络 × 收入水平

变量名

参与意愿

支付水平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虚拟社会网络

0.198**

0.104

0.116

0.292

收入水平

0.085***

0.028

0.190***

0.091

虚拟社会网络 × 收入水平

-0.016*

0.009

回归系数

标准误

-0.002

0.02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 方或伪 R 方

0.067 7

0.209 8

样本量

820

500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仍有待
提高 ；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
付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
后仍然成立，在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注
重农户虚拟社会网络拓展与收入水平的提升。异质
性检验后发现，虚拟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对农户环
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
在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时应当根据不同群体
的特点进行合理引导。同时，将农户收入水平分为
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后进行回归可以发现，农业收

入越高的农户参与意愿越强，而非农收入对农户环
境治理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应当注重农村农业
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户收入，以更好地提升
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此外，交互项的结果表明，由于虚拟社会网
络能够缓解农户信息不对称情况，加强虚拟社会网
络能够抑制收入水平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
响，因此，在面对低收入农户群体时，拓展虚拟社
会网络有利于缓解该群体在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时面
临的不利影响。该结论反映出，在当前网络时代下，
应当把加强农村互联网发展、拓展农户虚拟社会网
络存量作为提升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重要抓
手。同时也应注意到，调研数据表明，由于当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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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导致农户之间虚
拟社会网络存量分配不均，这是否会对农户环境治
理支付意愿的群体内部差异产生影响，需要后续研
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4.2 建议
1）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改善农户用网
环境。虚拟社会网络基于互联网形成，因此拓展农
户虚拟社会网络需要改善农户互联网使用环境。首
先，加强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网络
基础设施是帮助农户拓展其虚拟社会网络的先行条
件，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网络接入、降低网
络费用等方式提升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 ；另一方面，
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改善农户上网设备，加强农村
上网场所建设，以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体验，丰富
上网方式。其次，加强农村网络信息建设。依托现
有网络社交软件，打造专门的信息交流平台，以方
便农户之间的信息获取与交流，促进其获得更多环
保信息。再次，加强农村互联网使用的宣传教育。
农村居民对于互联网的了解不足、应用能力较弱是
造成农村地区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的原因之一。因
此，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教育，加
强农户对于互联网的认知，进一步提升互联网使用
技能，以引导农户接触使用互联网，从而提升环境
治理支付意愿。其中，要重点加强对男性农户和中
老年农户的引导。
2）激发农村地区经济活力，
改善农户收入状况。
应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农业农村的发展，不仅
能够提升农户收入，同时也能将人才留在农村，为
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支持。首先，推动农业产业的发
展。一方面，通过挖掘农村资源特点，建立具有当
前特色的农业产业，以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 ；另一
方面，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社等方式，整合农业资源，
以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其次，推动农村二三产业
的发展。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延长农产
品产业链，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另一方面，依托
当地资源禀赋开发农村休闲旅游产业，为农户创收
的同时也能改善村庄环境面貌。此外，应注重互联
网技术在农村发展中的应用，推动互联网融入到农
村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如发展农村电商以扩大农
产品、加工品等销售渠道，即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动
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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