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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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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
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
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
处于较低水平。48.0% 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 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
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
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
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
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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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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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impacts and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to share the divid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CFPS)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in 2014, 2016 and 2018,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and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b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is unbalanced and there is a large gap among farmer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is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48.0% of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is 0, indicating that promoting non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still a challenging task. Bot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re positivel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affect farmers’ income,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ccounts for 3.507%.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farmers with more wealth, the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with less wealth is more obvious. Therefore,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suggests: improving digit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providing accurate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for different farmers,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s,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mprov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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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做
出部署要求，能否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已然成为解决
“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与努力方向。在第三次
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普惠
金融逐步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数字普
惠金融使农民可以以其可负担的成本获得正规金融
服务，成为推行普惠金融的重要源动力和增长点 [1]。
数字普惠金融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持续增
收成为了可能 [2]。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户增收也具
有重要作用，非农岗位的多少和就业的难易是影响
非农就业水平的关键。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
解信贷约束，促进企业的萌生和发展，增加非农就
业岗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劳
动力的金融约束，为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转移成本
的支付提供金融支持，降低其就业难度。因此，探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非农就业在数
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增收之间的作用机制，对推动农
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
动农户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
究，已有较多学者就此展开研究，无论是采用宏观
数据还是微观数据，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大多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民增收。国外学者 Beck [3] 和
Chibba [4] 分别从信贷约束和市场失灵角度提出数字
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克服市场失灵和缓解信贷约束为
低收入者带来好处。国内学者杨伟明等 [5] 探究了经
济增长和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
介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
和创业增加农民收入。刘丹等 [6] 仅就数字普惠金融
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展开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民非农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张勋
等 [7] 证实了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将从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这有助于缓解我国收入分
配不均问题。王永仓 [8] 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增收作用存在非线性特征，
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对农户增收的促进
作用更加显著。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就业之间关系的研
究，有学者提出，作为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产物，数
字普惠金融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为企业经营规模的
扩大和创新升级提供信贷支持，衍生出更多的劳动
力需求，创造就业机会 [9-10]。数字普惠金融也可以
通过提高城乡居民的信贷可得性，缓解融资约束，
分散经营风险，促进城乡居民创业 [11]。而创业的增
加会向社会提供大量非农岗位，增加农村劳动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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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就业机会，拓宽其就业选择范围，有助于农村劳
动力非农转移任务的完成 [12]。另外，数字普惠金融
可以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的
是就业率的增加 [13-14]。以上研究均表明，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当代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关于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学
术界已形成共识，即非农就业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的根本 [15]。农民收入由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组
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受当地政策影响，在
农民收入中占比少，且波动幅度较小。此外，为加
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政府征用土地增加，使得许多
地区存在失地现象，农民生产经营减少。同时，城
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土地交易频繁，农村劳动力非农
就业增加，农业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基本不再增长。
据统计，自 2013 年起，非农收入已经反超农业收入，
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非农就业成为
农户收入增加的关键。
已有文献倾向于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和农
户增收三者之间两两关系研究，但鲜有文献研究非
农就业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增收之间的作用，以
及参照 CFPS 分类方式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不
同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另外，农户有富裕与贫穷之
分，如果在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不同财富水平
农户增收的同时，证实财富较少的农户从中获益更
多，这将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改善农村居
民收入分配结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而鲜有
文献就此展开研究。因此，本文采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 CFPS 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匹配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 ；以非农就业水平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数字
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照 CFPS
分类方式细分农户收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
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运用分位数回归法，探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户收入的异质性
影响。以期填充现有研究，并为在农村地区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进而实现农户持续增收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结合的产物，数字普
惠金融充分释放金融的普惠性，对农户生产生活产
生重要影响。另外，随着政策的扶持和数字基础设
施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影响愈发增加，
其为农户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有助于农户收入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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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因时、因地和因人创新设计金融
产品，农户可以通过投资理财产品获得较高水平的
收益，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多样化的数字保险产
品涉及农户生产生活，可以通过缓解自然灾害、意
外和疾病等风险，保障农户的财产安全，有助于农
户收入增加。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存农村
劳动力呈现老龄化趋势，而用人单位对老年劳动力
的排斥力度大于年轻劳动力，导致许多老年劳动力
非农就业难，加上子女就业信息的来源和就业的难
易程度常会受到父母的影响 [16]，老年劳动力的就业
与否及好坏影响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而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17]，涌现出了许多
可以容纳老年劳动力的产业，为老年劳动力提供了
良好的工作岗位，进而对其子女的就业和整个家庭
收入的增加产生了积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也可以
发挥“涓滴效应”
，通过带动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
加，刺激经济的发展，释放经济增长的红利，带动
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 [2, 5]。基于以上分析，数字普
惠金融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增加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1.2 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就业
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的非农岗位仍无
法完全满足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农户非农就
业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非农岗位供给
的多少 [18]。与传统金融不同的是，数字普惠金融摆
脱了对实体网点的依赖，建设成本低，可以实现以
更低的成本提供金融产品，并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为
借款人贷款提供便利，减少时间成本，且一般不要
求企业和个人提供抵押物，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汇总
梳理两者信用信息来决定是否放贷，这大大降低了
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为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
居民创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企业的设立和发展释
放出大量就业岗位，有助于农民非农就业 [19]。农村
劳动力在向非农岗位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就业信
息获得成本、交通成本和住宿饮食成本等，许多经
济实力有限的农村劳动力因无法承担转移成本而无
法实现非农就业 [20-2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农村
劳动力对资金的一时之需，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
农岗位转移。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也可以为农村劳
动力提升就业能力提供资金和信贷支持，帮助劳动
力满足非农岗位的用人需求，进而提高农村劳动力
与非农岗位匹配成功的概率。综上所述，数字普惠
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设立与发展、缓解劳动力资
金约束和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进而提升农户非农
就业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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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当地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
1.3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
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仍大多
采取传统生产方式，而非农部门采用先进技术，非
农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效率往往高于农业部门，非
农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并且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大，
极易受到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纵使新型
保险产品不断出现以减轻风险，但自然灾害导致的
损失往往高于农业生产原本的收益，农户收入少。
此外，农户农业收入来源于其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
但也受限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需求缺乏
弹性，而我国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伴随农产品产
量增加的是农户农业收入的减少，
“谷贱伤农”便
是对农产品市场的最合适描述。因此，增加农户收
入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15]。数字普惠
金融带来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将伴随着农
户收入的增加，即存在着“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
业→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基于以上分析，数字
普惠金融可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影响
农户收入。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中，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涵盖村（居）
、家庭和
个人 3 个层面，囊括村（居）基础设施与环境、人
口、家庭收支和个人教育工作等内容，较为全面地
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情况。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以指数编制的形式定量刻画了我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同时考虑数字普惠金融
服务被使用的深度、覆盖范围的广度和客户真正被
惠及便利的程度，其下设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和数
字化程度 3 个维度，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演变趋势。基于本文以农户为
研究对象，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财务回答人为
户主，并按照省份编码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省级指数匹配，保留在
CFPS2014、CFPS2016 和 CFPS2018 均 接 受 调 查 的
家庭样本。经剔除无效数据后，获得 5 766 个观测
值，涵盖 1 922 个农村家庭。其中，东部家庭占比
37.5%，中部占比 31.0%，西部占比 31.5%。
2.2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农户人均纯收入的
对数衡量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参考肖龙铎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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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彭克强和刘锡良 的研究，用农户纯收入
总额和家庭人口总数的比值衡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其中，农户纯收入总额等于农户各项收入的总和在
扣除各项生产成本费用后的收入净额。
2）解释变量。参考杨伟明等 [5]、张庆君和黄
玲 [17] 的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
省级总指数及其子指数的对数值做为解释变量。
3）中介变量。本文参考张景娜和朱俊丰 [24] 的
研究，将只从事自家农业劳作的家庭成员取值为 0；
将兼顾自家农业劳作和非农就业的家庭成员取值
Table 1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解释变量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地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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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 1 ；将只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成员取值为 2。此
后，参照肖龙铎和张兵 [22] 的研究，用非农就业人
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比值衡量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4）控制变量。考虑到还有来自户主、家庭和
地区等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农户收入，本文从户主特
征、农户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 3 个层面选取控制变
量。其中，家庭净资产、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财政
支出改善分别参考肖龙铎和张兵 [22]、傅秋子和黄益
平 [25]、宋晓玲 [26] 的处理方法。变量定义及描述性
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户收入

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元）

9.118

1.043

非农就业水平

农户非农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比值

0.407

0.49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对数

5.422

0.227

使用深度

使用深度指数的对数

5.312

0.304

覆盖广度

覆盖广度指数的对数

5.345

0.234

数字化程度

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对数

5.770

0.163

性别

户主性别（男 =1 ；女 =0）

年龄

户主年龄（岁）

0.602

0.489

51.980

11.090

婚姻状况

有配偶（在婚）=1 ；未婚 / 同居 / 离婚 / 丧偶 =0

0.899

0.302

受教育年限

文盲 / 半文盲 =0 ；小学 =6 ；初中 =9 ；高中 =12 ；大专 =15 ；大学本科
=16 ；硕士及硕士以上 =19

6.331

4.169

政治面貌

是否是中共党员（是 =1 ；否 =0）

0.085

0.279
1.832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人）

3.949

老人抚养比

家庭老人人数与家庭人口总数的比值

0.111

0.230

少儿抚养比

家庭少儿人数与家庭人口总数的比值

0.143

0.194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家庭不健康人数（人）

0.848

0.863

家庭净资产

家庭资产净值（万元）
，取对数

2.618

1.345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

家庭所在省份贷款量与当地 GDP 的比值

6.585

3.782

东部

东部 =1，非东部 =0

1.940

0.829

中部

中部 =1 ；非中部 =0

1.940

0.829

财政支出结构改善

财政支农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值

0.115

0.029

2.3 统计分析
为更好地比较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
平和不同农户的收入水平，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和农户人均纯收入原数据，而不采取对数化处理。
参照杨思宇等 [27] 的研究，分别按照数字普惠金融、
农户收入和非农就业水平将样本四等分，并分别计
算各分位区间的均值，以期分析不同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的分布差距，以及农户间收入水平和
非农就业水平的差距。
此外，按照数字普惠金融将样本十等分，计算
农户收入在各分位区间的均值，分类分析农户收入
分布情况，探究农户收入随数字普惠金融变动的趋
势。同理，按照非农就业水平将样本十等分，计算
农户收入在各分位区间的均值，探究农户收入随非

农就业水平变动的趋势。但限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取值区间为 [0, 1]，区间分布端点存在多次重合，部
分区间样本数为 0，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仅对样
本数不为 0 的区间展开统计分析。
2.4 模型构建
1）基本回归分析。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户收入的影响，本文设定基本模型为 ：

Yijt = α 0 + α1 X ijt + α 2 Z ijt + ε1

（1）

其中，Yijt 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表示不可观测的
i 省份样本家庭 j 在 t 年的人均纯收入，Xijt 表示解
释变量，α 表示待估参数，Zijt 表示控制变量。 ε1 表
示残差项，衡量一系列不可观测的因素。
此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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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文选取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 [28]。
2）中介效应分析。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本
文参考 Baron 和 Kenny [29]、温忠麟等 [30] 的方法，以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中介变量，检验分析农户非农
就业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中的中介作
用。首先，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其次，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影
响 ；最后，将数字普惠金融、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与
农户收入同时放入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户
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共同影响。具体检验模
型为 ：

Yijt = α 0 + α1 X ijt + α 2 Z ijt + ε1

（2）

M ijt = β 0 + β1 X ijt + β 2 Z ijt + ε 2

（3）

Yijt = θ 0 + θ1M ijt + θ 2 X ijt + θ3 Z ijt + ε 3

（4）

其中，Yijt 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表示不可观测的
i 省份样本家庭 j 在 t 年的人均纯收入，Xijt 表示解释
变量，Mijt 表示中介变量农户非农就业水平。α、β
和 θ 表示待估参数，Zijt 表示控制变量。ε 表示残差
项，衡量一系列不可观测的因素。
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行 Sobel goodman
检验，检验程序如下 ：第一步，检验系数 α1 是否
大于 0，如若大于 0 则进行下一步，反之，终止检
验。第二步，
检验系数 θ1 和 β1 是否至少有一个显著，
如果两者都不显著，则证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如果
系数 θ1 和 β1 均显著，则进行第三步 ；如果系数 θ1
和 β1 中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第四步。第三步，检
验系数 θ2 是否显著，如果系数 θ2 不显著，则该中
介效应为完全中介效应，反之，如果系数 θ2 显著，
且小于系数 β1，则该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第
四步，计算 Sobel Z 值，计算公式为 ：

Z = β1θ1 / s β1θ1

（5）

sβ1θ1 = β12 Sθ1 2 + θ12 S β1 2

（6）

其中，Sθ12 和 Sβ12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 θ1 和 β1 的方差，
若 Sobel Z 的值大于临界值，则中介效应显著，且
为部分中介作用。若小于，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2.5 异质性分析
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
不同农户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参照 CFPS 的方法，
将农户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细分为农业收入、经营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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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但由于其他收入涵盖内容不唯一，仅就
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和工资性收入展开研究。二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
不同财富水平的农户收入的异质性影响。采用由
Koenker 和 Bassett [31] 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法，避免极
端值影响，从不同分位数上提供全面而详细的数字
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关系的信息。具体模型为 ：

Yq ( X i ) = β q X i '

（7）

其中，βq 为在 q 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计算公式为：
（8）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户收入
的异质性影响，参考尹鸿飞等 [9]、肖龙铎和张兵 [22]
的研究，将农户样本按照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划分为
财富较少的农户和财富较多的农户，展开分组回归
分析。
2.6 稳健性分析
对基本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分别展开
稳健性检验。一方面，鉴于上一期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水平对本期农户收入有所影响，采用滞后一期
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分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分别
进行回归，评估上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当
期农户收入，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影响
的稳健性。另一方面，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
应结果的稳健性。Bootstrap 检验法适用各种中介模
型。其原理为 ：第一步，检验模型（2）中 α1 是否
大于 0，如果大于 0，则进行下一步，如果不大于
0，则证明中介效应不存在。第二步，检验模型（3）
和模型（4）中 β1 和 θ1 乘积项（β1×θ1）的 95% 置
信区间是否包括 0。如果包括 0，说明非农就业在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增收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 ；如
果不包括 0，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则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如果 θ1×β1 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且
模型（4）中 θ2 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
为完全中介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
为 232.185（表 2）
，而按照其将样本四等分后发现，
各分位区间观测值相近，但区间均值之间存在差距，
最高分位区间均值和最低分位区间均值的比值约为
1.813（表 3）
，这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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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非农就业水平和农户收入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and farmers’ income
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

变量

非农就业水平

农户收入
（万元）

p25

184.710

0.000

0.518

p50

223.760

0.333

1.000

p75

282.770

0.750

1.750

均值

232.185

0.407

1.453

展水平存有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可能的
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和
传统金融 [5]，其无法摆脱传统金融的积淀而独自生
存 [32]，经济发展水平高、传统金融覆盖面广的农村
地区发展水平高，而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传统金融覆盖率存在差异，这使得不同农村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有差异。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平均值为 0.407（表 2）
，
Table 3

按照其将样本四等分后，小于 50% 分位点的农户
占比为 49.6%，其中非农就业水平为 0 的农户占比
48.0%（表 3）
。这表明仍有许多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低，甚至无人从事非农岗位，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
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可能的原因在于，有些地
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处偏僻区域，就业信息闭塞，
就近就业机会少，而外出就业需要支付交通、生活
等费用，许多经济实力有限的劳动力无法承担，且
许多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有限，无法满足岗位需求，
劳动力非农就业难。此外，25%~50% 分位点的农户
仅占 1.6%，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规模均值为 3.949
（表 1）
，而老人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低，家庭不健
康人数少，也就是说，在排除老人、少儿和病人并
有人从事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正常农村家庭非农就
业水平大于 0.333，即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大多位
于 50% 分位点以上区间。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水平和农户收入分布统计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and farmers’ income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非农就业水平

农户收入（万元）

分布区间

区间均值

观测值

比例（%）

(0%, 25%]

167.095

1 430

24.8

(25%, 50%]

209.451

1 458

25.3

(50%, 75%]

249.740

1 454

25.2

(75%, 100%]

302.902

1 424

24.7
48.0

(0%, 25%]

0.000

2 769

(25%, 50%]

0.242

90

1.6

(50%, 75%]

0.471

1 514

26.3

(75%, 100%]

0.986

1 393

24.1

(0%, 25%]

0.295

1 444

25.0

(25%, 50%]

0.777

1 440

25.0

(50%, 75%]

1.351

1 463

25.4

(75%, 100%]

3.395

1 419

24.6

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均值为 1.453 万元（表 2）
，
按照其将样本四等分后发现，全部样本中，收入水
平小于 25% 分位点的样本占 25.0%，大于 75% 分
位点的样本占比 24.6%（表 3）
，最高分位区间均值
与最低分位区间均值的比值约为 11.510，这说明农
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农户收入和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非农就业水平均有相同变动趋势
（图 1）
。也就是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或
者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农户收入有所增加，
这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3.2 数字普惠金融和非农就业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分析
OLS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
显著为正（表 4）
，说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增加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具
体来说，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每提升

一个单位，当地农户收入水平将提升 0.886 个单位。
可能的原因在于，从数字普惠金融包含的具体内容
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其包
含的货币基金所产生的投资理财收益使增加农户财
富成为了可能，保险产品为农户的财产安全提供了
保障。数字普惠金融也可以通过带动高收入人群收
入的增加，带动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低收入农户的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农户实现增收。
另外，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涌
现出可以吸纳老年劳动力的产业，为老年劳动力提
供收入来源。
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年龄越大的家庭，收入
越低，而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收入越高。
可能的原因在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该
劳动力被非农岗位排斥的力度越大，不易实现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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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水平与农户收入变动趋势
Trend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and farmers’ income

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 4）
，并且三者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化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最
为显著，覆盖广度次之。可能的原因在于，鉴于农
户的收入和征信水平，传统金融机构往往将其作为
排斥对象，农户使用金融服务的门槛高，借贷资金
困难，不利于其生产和生活。而数字化程度反映了
数字普惠金融给农户使用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程度
和成本高低，它显著降低了农户使用金融服务的门
槛，有助于农户生活和从事生产。数字化程度从根
源上减少了农户使用金融服务的障碍，农户收入对

农部门的转移，而子女的就业往往受到父母的影响，
进而对整个家庭的收入产生影响 [16]。党员户的平均
收入水平高于非党员户。可能的原因在于，政治面
貌这一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社会资
本水平，而社会资本有助于信息资源的优化和配置，
增大就业信息的可得性和真实性，具有独特的收入
效应 [21]。老人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健康水平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可能原因在于，许多劳动力因
照顾家中老人、少儿和病人而无法离家从事工资水
平较高的非农工作，导致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低。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使用深度、覆盖广度

变量

0.6

非农就业水平

表 4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OLS

模型 1
0.886***

使用深度

-

覆盖广度

-

2SLS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

-

-

-

0.924***

-

-

-

0.691***
-

0.806***

数字化程度

-

-

-

非农就业水平

-

-

-

-

-

-

-

-

-

1.078***
-

0.404***

0.561***
-

0.636***

-

-

-

-

-

-

1.218***
-

性别

-0.059*

-0.055*

-0.062*

-0.067**

-0.057**

-0.053

-0.062*

-0.068**

-0.064**

年龄

-0.010***

-0.010***

-0.010***

-0.010***

-0.003**

-0.012***

-0.009***

-0.009***

-0.010***

婚姻状况

0.005

0.002

0.006

0.007

0.036

受教育年限

0.029***

0.029***

0.029***

0.030***

0.028***

政治面貌

0.089*

0.089*

0.089*

0.086*

0.070

-0.020
0.030***
0.055

0.003

0.006

0.008

0.030***

0.030***

0.030***

0.087*

0.087

0.087*

家庭规模

-0.058***

-0.056***

-0.059***

-0.060***

-0.077***

-0.046***

-0.057***

-0.060***

-0.060***

老人抚养比

-0.344***

-0.343***

-0.337***

-0.330***

-0.241***

-0.245***

-0.329***

-0.321***

-0.340***

少儿抚养比

-0.512***

-0.504***

-0.504***

-0.485***

-0.282***

-0.454***

-0.475***

-0.472***

-0.504***

家庭健康状况

-0.061***

-0.066***

-0.058***

-0.066***

-0.072***

-0.041***

-0.067***

-0.060***

-0.066***

家庭净资产

0.199***

0.197***

0.201***

0.203***

0.194***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

0.016***

0.016***

0.019***

0.026***

0.057***
-0.100

0.199***

0.202***

0.203***

0.025***

0.028***

0.022**

-0.039

-0.028

-0.030

-0.037

-0.030

-0.032

财政支出结构改善

0.375

0.561

0.669

0.026

2.895***

0.027

0.957

1.098

常数项

4.447***

5.523***

4.870***

2.990***

8.154***

4.405***

6.069***

5.614***

2.286*

调整 R 2

0.258

0.260

0.254

0.257

0.270

0.252

0.260

0.253

0.256

区域

-0.077**

0.161***
-0.014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实证检验控制了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下同）
。

-0.083**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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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敏感程度要更高。
2SLS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分指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仍
是显著且正向的（表 4）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考虑
内生性，本文结论始终是成立的。除此之外，农户
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同样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
具体而言，非农就业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农户收
入水平将提升 0.404 个单位。一般来说，由于我国
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非农部门技术资源
倾斜力度大，这使得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效率
高于农业部门，并且非农收入的高低与劳动力工作
的时间呈正比，即劳动力非农工作时间越长，其所
获得的收入越高，而农业生产耗时长，收入却不随
时间增加而发生较大波动，且其受自然风险、市场
风险影响大。基于成本和收益比较，非农收入占农
户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农户总收入越高。因此，当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提升时，非农收入增加，农户总
收入水平也将会随之提升。
3.3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和农户
收入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在加入了农户非
农就业水平之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户收入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表 5）
。这一系列结果表明，

Table 5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当地农户非农就业水
平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农户非农就
业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之间发挥中介效
应，即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来影响农户收入。另外，在加入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之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变
小，说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有 3.507% 的比例来自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
字化程度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使
用深度对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与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
均显著为正，在加入了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之后，农
户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使用深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变小
（表 5）
。这说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使用深度与农
户收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使用深
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 5.500% 的比例来自于农户
非农就业水平。覆盖广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均
显著为正，对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
在加入了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之后，农户非农就业水
平和覆盖广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就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四步，计算 Sobel Z 值。
结果显示，Sobel Z 值为 1.483，在 5% 的水平上显

表 5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中介效应分析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of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模型 1
农户收入
0.886***

使用深度

-

非农就业水平

-

控制变量

非农就业水平

模型 2
农户收入

农户收入

非农就业水平

0.858***

-

-

-

-

-

0.691***

0.095***

0.656***

-

0.393***

-

-

0.386***

0.069**

已控制

农户收入

已控制

常数项

4.447***

0.378***

4.295***

5.523***

0.302**

5.400***

调整 R2

0.258

0.154

0.292

0.260

0.155

0.293

Sobel Z

2.172

3.556

中介效应（%）

3.507

5.500

间接效应 / 直接效应
变量
覆盖广度

农户收入
0.806***

数字化程度

-

非农就业水平

-

控制变量

0.036

0.058

模型 3

模型 4

非农就业水平

农户收入

农户收入

非农就业水平

0.788***

-

-

-

-

1.078***

-

0.398***

-

0.038

已控制

农户收入
-

0.054

1.059***

-

0.398***

已控制

常数项

4.870***

0.509***

4.671***

2.990***

0.407*

2.812***

调整 R2

0.254

0.153

0.289

0.257

0.153

0.292

Sobel Z

1.483

0.938

中介效应（%）

2.658

1.564

间接效应 / 直接效应

0.027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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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表 5）
，这说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覆盖广度与
农户收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程度对农
户收入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对农户非农就业水
平的影响不显著，而在加入了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之
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和覆盖广度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同理，计算 Sobel Z 值。结果显
示，Sobel Z 值为 0.938（表 5）
，中介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数字化程度与农户收入
之间不发挥中介作用。
3.4 异质性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不同收入的影响。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的系数显著为
正，对农户农业收入显著为负（表 6）
，这表明数字
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而不利于
农户农业收入的增加。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普惠
金融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 [5]，而经济增长和
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农户整体农业总收入的减少 [15]。
数字普惠金融为企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伴随而来的是岗位的增加，利于农民就业而
获取工资性收入。而当工资性收入与农业收入的比
Table 6
变量

表 6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不同收入的影响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different incomes
农业收入

-0.25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较报酬高至一定比值时，为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农
户将倾向于赚取工资性收入，这使得部分农户弱化
了对土地的保障性需求，进而彻底脱离自家农业生
产，农户农业收入减少 [2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的影响不显著（表 6）
。可能的原因在于，财产性收
入反映农户通过出租转让使用权和投资理财所获得
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反映政府对农民基本生产生活
的保障，两者主要受政策颁布实施、当地市场自由
度和农户所持风险态度的影响，受数字普惠金融的
影响少。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系数显
著为负（表 6）
，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农户
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一般来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
建设，政府征用土地，不少地区存在失地现象，这
不利于农户从事生产经营，且农户经营性收入基本
不呈增加状态 [15]，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工资性收
入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对农户经营性收入产生冲击作
用，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经营性收入产生负向
影响。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0.330***

转移性收入

0.039

控制变量

0.026

工资性收入
0.396***

已控制

常数项

9.756***

9.991***

5.640***

4.218***

6.791***

观测值

3 685

3 903

783

4 461

4 186

调整 R2

0.121

0.146

0.132

0.206

0.133

2）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户收入的
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户的收入均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主要体现于数字普惠金融对
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
Table 7
农户

财富较
少农户

农户的增收效应大于财富较多的农户（表 7）
。可能
的原因在于，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财富较少的
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少、社交网络简单、职业技能低，
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表 7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at different wealth levels

变量

农户收入

农业收入

经营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902***

-0.458*

-0.742***

-0.279

0.417

0.483***

使用深度

0.676***

-0.258*

-0.477***

-0.230

0.038

0.311**

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覆盖广度

0.818***

-0.497**

-0.822***

-0.226

0.181

0.463**

数字化程度

1.124***

-0.498**

-0.639***

-0.387

0.206

0.651**

控制变量

财富较
多农户

财富性收入

已控制

观测值

2 88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795***

1 970

1 964

248

-0.124

-0.226

-0.054
-0.175

-0.155

0.305**

0.017

-0.180

0.373**

0.046

-0.164

0.424**

使用深度

0.637***

-0.068*

-0.160***

覆盖广度

0.717***

-0.195*

-0.297

数字化程度

0.961***

0.045

-0.042

控制变量
观测值

2 316
-0.180

1 863
0.392***

已控制
2 885

1 715

1 939

535

2 145

2 323

258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带来就业机会增加时，财富较少的农户实现非农就
业的可能性增加，进而实现收入增加。因此，财富
较少的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变化更加敏感，
反应更加强烈。这一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可以改善财富较少农户的经济状况，缓解农村贫
困，助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Table 8

3.5 稳健性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将解
释变量滞后一期后，无论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
是分指数对农户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他变量
结果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表 8）
。这表明，上文数字
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户收入增加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8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farmers’ income
OLS

变量

模型 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805***
-

使用深度

2SLS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

-

-

0.605***

-

-

-

-

-

-

-

0.393***

覆盖广度

-

-

数字化程度

-

-

0.600***
-

-

0.562***

控制变量

0.917***

-

-

-

-

模型 8

0.368***

-

-

0.690***

已控制

常数项

4.997***

6.664***

6.173***

5.570***

0.259

0.246

0.260

0.247

5.858***

4.290***

7.037***

4.911***

0.256

0.235

0.254

0.246

5 763

观测值
调整 R2

2）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为正向
且显著，且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表 9）
，
这表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
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占比约
为 3.656%。同理，非农就业水平在使用深度、覆盖
Table 9
变量
总效应（α1）

广度与农户收入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与前文
保持一致。数字化程度的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包
括 0（表 9）
，说明非农就业水平在数字化程度与农
户收入之间不起中介作用，与前文保持一致。以上
结果表明前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中介效应的结果是
稳健的。

表 9 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中介效应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level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886***

使用深度
0.691***

覆盖广度
0.806***

数字化程度
1.078***

间接效应（θ1×β1）

0.031**

0.037***

0.022*

0.014

直接效应（θ2）

0.848***

0.650***

0.769***

1.045***

间接效应 / 直接效应（%）

3.656

5.692

2.860

-

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

(0.075, 0.147)

(0.086, 0.135)

(0.079, 0.143)

(-0.045, 0.053)

检验结论

部分中介作用

部分中介作用

部分中介作用

不存在中介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农户间收入仍存有较大差异，
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看，数字普
惠金融总指数和分指数对农户收入均有显著正向作
用，数字化程度相较其他两个分指数而言影响最大。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而不
利于农业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此外，相较于
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
增收效应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财富较少
农户的收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缩小农户间收入
差距具有积极作用。但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不均，部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另外，
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增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
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但
部分农户的非农就业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有待提
升。因此，在推动农户增收、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
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户非农
就业水平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研究目的，本文未就数字
普惠金融如何影响非农就业展开详细研究，而这对
缓解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具
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微观视角，构建面板数
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
响和作用机制将是进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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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启示
1）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推动农村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健康发展。数字技术释放了金融
的普惠性，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顺利推行和
普惠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
各地应通过加大互联网普及率、普及智能手机等方
式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使更多的人连
接到数字化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并通过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农村地区提供政策和资金扶持，
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另外，各地政府不可
盲目追求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应根据当地经济
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精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根
据市场发展实时更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数字
普惠金融健康发展。
2）瞄准农户需求，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的农户均具有增收效
应，但不同农户需要的金融产品大相径庭。各地金
融机构应瞄准不同农户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在成
本可担与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支持农户自主发展，
助力其生产经营与投资，使实现持续增收成为可能。
同时，充分发挥财富较少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增收
效应更加敏感的优势，
注重变“输血式”扶持为“造
血式”扶持，为财富较少农户弯道超车提供可能，
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
3）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
促进农民非农就业。
就业机会、转移费用和自身技能水平是影响农民非
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囿于当地就业机会少、外出就
业成本高和自身技能水平低，许多农民未实现非农
就业，部分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低。而数字普惠金融
有助于企业设立和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因此，
各地可以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增设和发展
当地中小企业，迸发经济活力，衍生就业机会，促
进农民就近就业。同时，加大对农民的宣传教育，
引导其适当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支付转移费用，提
升自身技能水平，实现非农就业。
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北京
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课题组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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