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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金融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效应研究
杨晓燕，夏咏 *
（新疆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农村正规金融政策精准落地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向好、向优发展的关键。基于可持续生
计理论，利用 CFPS 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Simpson 指数和多项选择模型 (M-Logit)，分析正规借贷嵌入和农户
生计策略，探讨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计抉择有务农主导型、创业主导型和
务工主导型三种，不论农户是否正规借贷，创业主导型占比均最低，务工主导型占比均最高。正规借贷农户创
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占比均高于未正规借贷农户，但务农主导型占比低于未正规借贷农户。务农主导型和务
工主导型农户正规借贷以小额贷款为主，而创业主导型农户正规借贷额度整体较高。正规借贷显著促进了农户
创业主导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且对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2.436>1.371），正规
借贷额度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但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并不明显。正规借
贷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较大，务工主导型次之；东北地区正规借贷农户
更倾向于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次之。此外，农户生计策略还受到户主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
因素等相关特征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提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产品；加大正规借贷
农业投资；细化“创业贷”分类与优惠政策；依据地区差异采取有效借贷措施，促进农户生计策略优化转型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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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formal loan embedding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hoices
YANG Xiao-yan, XIA Yong

（Collo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2, China）
Abstract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formal financial policies is a key to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healthier developmen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apply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ormal loan
embedding and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y the Simpson index and the M-Logit model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formal loan embedding on households’ livelihood choice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ivelihood choices for households: agriculture-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and work-orient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households have regular loans or not,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accounts for the lowest share, while workoriented accounts for the highest share. The shares of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and work-oriented households with
formal loans a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formal loans, but the share of agriculture-oriented households is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formal loans. The formal loans of households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nd labor are mainly small loans,
while the formal loans of households dominated by entrepreneurship are generally larger. Formal loan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ial-oriented or job-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households,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s are more obvious (2.436>1.371). The amount of formal loa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ial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rural households, but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job-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y is not
obvious. The effect of formal loan on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is greater, followed by the job-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y. In northeast China, households with regular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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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 to choose the agriculture-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y, followed by the job-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y. In addition,
the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also affected by household head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community factors
to varying degrees. Therefore, to promote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y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paper suggests: building a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products,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through formal loan, ref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start-up
loans”, and taking effective lending measures.
Key words ：formal loan; credit line; micro credits;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influence effect; Simpson index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拓宽农村居民生计选
择方式，鼓励农民创业，提高农民福祉，推动农业
现代化发展。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正规借贷作
为农户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促进农户产生增
收效应，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起着重要作
用。
《2020 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底，中国已经组建村
镇银行共 1 641 家，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区（不含港
澳台）
、1 306 个县，县域覆盖率达 71.2%。不断建
起的村镇正规金融服务网点填补了农户“最后一公
里”的金融服务缺失，日渐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需
求。但在金融发展推动农村居民生计逐步改善的同
时，农户也正遭受着如重大病虫害传播、气候变化
等多重风险冲击，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多发性
对农户的生计构成了威胁。那么，立足于中国农村
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其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对优
化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弥补多重风险冲击和推动乡
村振兴建设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正规借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
借贷供给、需求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在供给层面，
正规借贷存在着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正规
借款人要求借贷者须提供具有“累退效应”的抵押
物，因此正规借贷易产生“嫌贫爱富”的问题 [1]，
非正规借贷成为满足农户借贷需求的重要途经 [2]。
在需求层面，随着农业升级转型，生产性融资需求
加大，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借贷 [3]，一些新的贷
款类型如银联保的出现更是提高了农户的正规借贷
意愿和借贷可得性 [4]，但受限于自身禀赋的影响，
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仍受到约束，内生发展动力依
然欠缺，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家庭负担重、
金融素养不足和“圈层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网络缩
小化等 [5-6]，且低收入农户由于其固有的借贷负担，
容易形成代际传承固化效应 [7]，在偿还贷款阶段囿
于家庭固有资产比例，还贷违约性增加 [8-9]。在影
响因素方面，正规借贷对农户的教育投资、生产性
消费和支出总量都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10-11]，但这
种促进作用更利于“精英农户”脱贫，对深度贫困
户并没有起到明显的脱贫效果 [12]。不难看出，正规
借贷对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起着重要作用，在农村

正规金融发展的趋势下，必然有一部分农户的生计
策略受正规借贷影响而发生转变。
结合现有文献有关农户借贷与生计方面的研究
发现，前期学者主要侧重于小额信贷与农村生计的
研究，如以孟加拉国农村信贷发展机构（RDA）贷
款对农户生计的改善为重点研究内容 [13-14]，小额信
贷有效促进了贫困人群平滑消费，缓解了正规借贷
的约束。近几年，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户借贷行为存
在差异，选择的生计模式也不同，农村“三权”抵
押贷款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的组成后，农户在当地打
工与个体经营的比例上升，务农和外出打工的比例
下降 [15]，此外，政策性借贷、公益性借贷对农户人
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配置比例也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且正规借贷次数、额度对人力资本的
改善作用更为明显 [16-17]。反之，生计资本配置差异
也会影响农户的借贷行为，有学者从生计资本中的
社会资本视角出发研究其与正规借贷的关系，发现
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农户往往更容易产生“精英俘
获”
，获得低息的正规借贷，且社会资本可显著降
低农户的正规借贷配给 [18-19]。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依据，
但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加以补充 ：一是在正规借贷研
究内容方面，现有文献仅考虑了正规借贷对农户单
一生产或经济活动的影响，忽略了不同经济活动之
间的联结性，且鲜有将正规借贷与农户生计策略结
合展开的研究。二是在生计策略研究内容方面，多
数文献只针对该行为对农户的嵌入“广度”
，即是
否发生该行为来概括对农户生计策略造成的影响，
或以行为嵌入“深度”
，即行为发生后对农户生计
策略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20-22]，鲜有将二者综合探
讨进行的分析。三是生计策略的分类方法多是依
据农户收入来源、从业类型、SPSS 聚类等方法划
分 [21-23]，结果不可避免的带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分
类误差。
鉴于此，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利用
CFPS 2016 年和 2018 年的 5 957 份微观数据，运用
统计分析量化正规借贷嵌入与农户生计策略的基本
情况，按照 Simpson 指数法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种类，
运用多项选择模型探讨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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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以期拓宽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供给决
策，助推农户生计策略优化转型和提高农户生计可
持续水平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1 理论分析
正规借贷是相对于非正规借贷的对立性概念，
本文将正规借贷界定为农户向农村合作银行、农
村信用社等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获批的行
为。从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实
社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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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农户基于自身内外部资源
禀赋做出借贷行为决策，当借贷的净收益大于未借
贷的净收益时，农户即会选择从外部进行融资。正
规借贷后与农户生产生活相关的金融资本增多，进
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
生计禀赋的改变 [24]。农户对正规借贷资金的使用不
是同质、等量的状态，结合生计资本差异与社区、
家庭等相关特征，选择的生计策略也产生不同。因
此，本文构建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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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机制
Analysis of the inﬂuencing mechanism of formal credit limit on entrepreneurial households
注 ：图中 H 为人力资本，F 为金融资本，N 为自然资本，P 为物质资本，S 为社会资本。

1.1 正规借贷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农户决策行为理论揭示了农户的经济理性受很
多因素影响而呈现有限的状态。实际上，农户靠自
身储蓄改变生计策略、提升家庭整体福利的难度较
大。具体来看，正规借贷主要有三个方面对农户生
计策略的选择产生影响。
一是农户将更多的借贷资金用于购买种子、化
肥或大型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投资成本提高，生
产技术水平由低位向高位状态转变，进而使农业生
产经营效率提升，此时，农户更可能从事规模农业
生产。另外，对于传统小农来说，正规借贷资金在
解决其面临的医疗、教育和婚嫁等生活性消费资金
问题后，即使其它收入比务农收入高，
“路径依赖”
特征会使他们继续从事小农生产。
二是资产合理配置作为农户创业决策的重要内
容，主要涉及创业初始投资额、机器设备固定资产
投资和周转资金等金融资产配置，正规借贷资金的
获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加农户创业资金持有量、
缓解创业流动资金约束 [25]、引进创业产品新品种、
新设备和新技术等方式增强农户创业意愿，进而推
动农户创业。
三是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性消费，起到缓解家庭
收入波动风险和平滑消费的作用 [26-27]，但同时也作

为一项“负债”
，促使农户可能以打工汇款的方式
来偿还贷款。且正规借贷在促进规模农业生产或工
商业经营的同时，若是提高家庭内部生产经营效率，
农户生产函数向外扩张，意味着相同产出节约了劳
动投入，此时农户会将家庭“剩余”劳动力配置于
外部市场，以实现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化目标，若
是提高家庭外部生产经营效率，则大农户以“大农”
雇佣“小农”的形式间接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就近就
业，此时当地农户家庭务工比例也会提高。基于此，
本文认为正规借贷对农户选择务农主导型、创业主
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均会产生影响。
1.2 借贷额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假定农户在既定的宏微观特征下进行一系列的
生计活动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那么“理性小农”
倾向于选择高收入的生计策略，但事实是由于资源
禀赋、社会文化习俗、心理认同度、资金额度等因
素的制约，部分农户选择了低收入的生计策略，正
规借贷额度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
择。低额度的正规借贷资金只能起到
“救济”
而非
“救
穷”的作用，通过提升自身及子女受教育水平、缓
解家庭医疗负担、改善生活条件等方式满足农户生
活性消费，当这种低额度的外源性融资足以维持生
活性消费时，农户可能会继续从事小农生产，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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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足以维持生活性消费，农户选择打工获取资
金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高额度的正规借贷资金通常用于创业或规模农
业生产性投资 [2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生产经营
活动的资产配置结构，正规借贷资金越多，越有助
于农户短期或长期资产配置的灵活性。短期来看，
高数额的正规借贷资金会增加农户生产经营资金周
转的持有量，农户对流动性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提高；
长期来看，正规借贷资金的数额越大，农户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增加回收期较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能
性就越大，并会积极参与保险购买，增加预防性储
蓄，伴随着农户固有资产、资信水平和还款能力的
提升，融资额度进一步提升，选择继续从事规模农
业生产与创业的可能性增大 [3, 29]。
此外，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额度越高，劳动力
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是因为农户取得正
规借贷后，拥有了个体经营或农业规模生产投资的
“第一桶金”
，更有能力留在本地发展。基于此，本
文认为正规借贷额度对农户规模农业生产与创业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指标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2016 年和 2018 年的调研数据。由于房
贷属于农户正规借贷的一种，但住房为农户的刚性
需求且还款期限很长，因此以问卷题目“除房贷外，
您家是否有其他没有还清的银行贷款”来界定是否
为正规借贷农户，且由于农户借款周期性强，一次
的调研情况不能完全解释农户的借贷行为，因此，
统计 CFPS 2016 年和 2018 年两期近四年农户的正
规借贷情况。由于本文控制变量选取 2018 年农户
相关指标测度，将 2018 年 CFPS 数据库中个人、家
庭成员和家庭经济问卷筛选合并，户主定义为“经
济上的户主”
，即财务回答人，到县城的距离用
CFPS 数据库第二期公共问卷样本匹配所得。剔除
户主年龄小于 16 岁与大于 85 岁、电访、缺失、空
白、不知道和不适用等样本，并对个别连续型积分
变量用平均值进行缺失值替换，共得到农户样本数
5 957 户。再将 2018 年家庭 id 号与 2016 年家庭 id
号关联合并，统计 2018 年无正规借贷但 2016 年有
正规借贷农户并进行跨期正规借贷农户样本合并。
两期发生正规借贷行为的农户共有 952 户，占调查
样本户的 15.98%。
本文工具变量所用的地区宏观金融和人口经济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2019》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具体涉农正规金
融机构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
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省际村庄常住人
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9》
。样
本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广西、甘肃、贵州、云南、
四川和陕西，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江西、河南、安徽、
湖南和山西，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上海、天津、
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和广东，东北地区包括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
2.2 分析方法
1）独立样本 T 检验。本文首先用描述性统计
的方法对有正规借贷与无正规借贷农户的生计策略
占比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判断正
规借贷对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差异是否显著。
2）Simpson 指数法。在衡量农户生计策略时，
即需要反映其主要生计策略的选择，还需要依据不
同生计策略对家庭的相对重要程度给予各项生计策
略收入的不同权重，以此体现收入来源的相对均衡
性。相较于前期学者依据农户收入占比或依靠计量
软件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划分造成的主客观分
类误差，Simpson 指数可衡量农户收入来源种类的
多少，结合 Simpson 指数大小，依据农户各类生计
活动收入占比与相应生计活动从业人数的多少可对
农户生计策略进行精准分类。借鉴 Johny 等 [30] 的研
究，本文构造 Simpson 指数来综合衡量农户生计策
略的多样性。其计算方法为 ：
N

SIi = 1 − ∑ PL2i , k
K =1

（1）

其中，SI 为 Simpson 指数，N 表示农户 i 从事生计
策略种类总数，其最大值为 3，PLi,k 为农户 i 从事
的第 k 种生计活动占总收入的比重，SI 的取值范围
在 [0, 1-1/N]。若农户 i 只有一种收入来源，
则 SI 为 0，
随着家庭生计策略种类的增加，单个的生计活动收
入份额 PLi,k 会下将，SI 会接近于 (1-1/N)。所以 SI
越大，表示家庭的生计策略种类越多。
3）多项选择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不存在明
显的定序关系，故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进行
实证研究。公式为 ：

ln( Pj / Pk ) = α 0 + β 1 x1 + ⋅ ⋅ ⋅ + βi xi + ε

（2）

其中，Pj 与 Pk 分别是实验组和对照组，本文
以务农主导型为对照组，创业主导型与务工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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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组 ；以创业主导型为对照组，务工主导型为
实验组分别进行回归，α0 为常数项，xi 为解释变量，
βi 为待标定系数，ε 为误差项。
2.3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生计策
略（表 1）
。结合问卷调查情况，本文研究的农户生
计活动主要包括种植业与林业、畜牧或水产养殖、
自营工商业、帮其他农户做农活和外出打工，考虑
到经济价值的量化，若农户参与生计活动但并未从
该活动中取得收入，那么该活动不属于此类生计活
动，由 Simpson 指数计算得到农户生计多样性的平
均值为 0.12，说明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程度并不高，
因此具体分析正规借贷如何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

Table 1
变量分类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户主因素

家庭因素

社区因素
区域特征
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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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有更进一步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农户的生计策
略分为务农主导型（赋值为 1）
、创业主导型（赋
值为 2）和务工主导型（赋值为 3）三类。当农户
i 的 SI=0 时，表示该农户只有一种收入来源，按其
收入所属生计策略类型赋值 ；当农户 i 的 0<SI<0.5
时，表示该农户有两种收入来源，由于其中一种收
入占总收入比重超过 50%，按两类生计策略中收
入占比高的一类赋值 ；当农户 i 的 0.5<SI<1 时，由
于其各项生计策略类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不超
过 50%，则依据该农户相应从业人数的多少确定该
农户的主要生计策略类型并赋值。最终，农户务农
主导型、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的样本量分别为
2 562 户、316 户和 3 079 户。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ﬁnitions, assignmen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农户生计策略

指标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务农主导型 =1 ；创业主导型 =2 ；务工主导型 =3

2.087

0.969
0.366

是否有正规借贷

否 =0 ；是 =1

0.160

正规借贷额度

农户从涉农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万元）

1.062

5.261

性别

女 =0 ；男 =1

0.581

0.493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5.851

13.725

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的平方 /100

33.076

15.239

政治面貌

否 =0 ；是 =1

0.004

0.066

最高学历

文盲及幼儿园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4 ；大专及以上 =5

2.215

1.075

健康状况

不健康 =1 ；一般 =2 ；比较健康 =3 ；很健康 =4 ；非常健康 =5

2.583

1.292

家庭总人口

家庭人口规模（人）

4.005

2.011

家庭负担比

家庭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占总收入比重（%）

0.316

0.343

土地转出

是否出租土地（否 =0 ；是 =1）

0.176

0.381

土地转入

是否租用土地（否 =0 ；是 =1）

0.116

0.321
5.531

家庭总收入

过去 12 个月家庭总收入（万元）

4.325

村人均年收入

农户所在村人均年收入（万元）

1.219

1.137

到县城的最近距离

农户所在村到县城的最近距离（km）

26.276

36.497
1.050

区域控制变量

西部 =1 ；中部 =2 ；东部 =3 ；东北 =4

2.141

农户主观金融知识

存款利率认知情况（错误 =0 ；正确 =1）

0.013

0.115

涉农正规金融网点数

省际涉农正规金融网点数 / 省际村庄常住人口（个 / 万人）

1.274

0.316

2）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分为两个
维度（表 1）
。一是农村家庭是否有正规借贷，为正
规借贷嵌入广度，是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二
是正规借贷额度，为正规借贷嵌入深度。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中的个人特征包
括户主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最高学历和健康状
况，考虑到户主年龄对家庭生计策略的选择可能存
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加入户主年龄平方指标 ；家庭
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负担比、土地转入、土地转
出和过去 12 个月家庭总收入 ；社区特征包括村人
均收入和村居到县城的最近距离，村人均收入反映
村居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到县城的最近距离反映农

户到商品交易便利，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的
便利程度 ；考虑到区域特征的影响，依据国家统计
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划标准确定四类地区作
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4）工具变量。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包括微观
指标“农户主观金融知识”和宏观指标“涉农正规
金融网点数”
（表 1）
。选取这两个指标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 ：一是农户对金融知识的理解程度越深，其
金融能力与金融意识就会相应提高，继而影响正规
借贷的选择，而金融知识的理解程度对农户生计策
略的选择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是涉农正规金融网
点数可代表当地金融发展程度和正规金融政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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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度，与农户是否选择正规借贷有很大的相关性，
其也很难直接影响到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因此，
两个工具变量既满足内生性也满足外生性。

农户中创业主导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占比比无
正规借贷农户分别高 6.06 和 8.37 个百分点，但务
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占比低 14.43 个百分点（表 2）
，
说明正规借贷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结果来看，正规借贷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影响农户
是否选择务农主导型、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
计策略。因此，整体上正规借贷可以促进农户务农
主导型向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转变。

3 结果与分析
3.1 正规借贷嵌入与农户生计策略分析
由正规借贷与无正规借贷统计结果可知，无论
农户是否正规借贷，创业主导型在三种生计策略中
占比均最低，务工主导型占比均最高，有正规借贷
Table 2
生计策略

表 2 有正规借贷农户与无正规借贷农户生计策略比较
Comparis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between households with and without formal loan
策略选择的 T 检验结果（双尾）

生计策略选择比例（%）

T值

P值

-14.43

8.29***

0.00

6.06

-7.69***

0.00

50.35

8.37

-4.75***

0.00

5 005

-

-

-

有正规借贷农户

无正规借贷农户

差值

务农主导型

30.88

45.31

创业主导型

10.40

4.34

务工主导型

58.72

样本量

952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

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正规借贷额度统计结
果来看，农户的借贷额度呈现较为分散的特点，以
农村 5 万元无息贷款为分界，务农主导型与务工主
导型农户在 5 万元以上的占比较低，创业主导型农
户在 5 万元以上的占比较高，达到 48.48%（表 3）
。
说明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正规借贷还是
Table 3
借贷额度
（万元）

以小额贷款为主，而创业主导型农户正规借贷额度
整体较高。农村正规金融支持力度不同，导致农户
生计策略选择出现明显差异，农户获得的正规借贷
额度越高，由自给型农户到非农就业农户转变的可
能性就越大。

表 3 正规借贷额度农户生计策略比较
Comparis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households with formal credit limit
务农主导型

户数（户）

创业主导型

占比（%）

户数（户）

务工主导型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 0.5

26

8.84

4

4.04

44

0.5~1

33

11.22

5

5.05

51

9.12

1~2

33

11.22

11

11.11

85

15.21

2~5

117

39.80

31

31.31

246

44.01

>5

85

28.91

48

48.48

133

23.79

合计

294

100

99

100

559

100

务农主导型

创业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60

比例（%）

从各区域生计策略类型占比情况来看，务工
主导型生计策略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占比均较
高，在东北地区占比较低 ；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在
东部地区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东北
地区较低 ；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在东北地区占比很
高，在其他三个地区占比较低（图 2）
。这与各地经
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禀赋等特征相符。此外，通
过计算结果可知，正规借贷率在西部地区最高（占
比 29.85%）
， 东 北（ 占 比 13.88%）
、 中 部（ 占 比
13.82%）和东部（占比 15.10%）相对较低，说明以
小农经济为典型特征的西部地区农户正规借贷发展
势头较好。

7.87

40

20

0
西部地区

Fig. 2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图 2 区域生计策略类型占比情况
Share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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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回归前对选取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
除指标类型、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接着通过
stata14.0 软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解释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均在判断标准 10 以内，说明
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无序多分类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务农
主导型，正规借贷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了农户
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从 RRR
值来看，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的概率要大于务工主
导型（2.436>1.371）
。相对于创业主导型，正规借
贷对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显著为
负，即正规借贷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
策略。相对于务农主导型，正规借贷额度在 1% 水
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而
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相对
于创业主导型，正规借贷额度对农户选择务工主导
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显著为负，但从 RRR 系数可以
看出，这种影响程度并不明显（表 4）
。结果与前文
统计分析结果一致，更加充分说明了正规借贷嵌入
Table 4

表 4 农户生计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households’ livelihood choice model

务农主导型
变量

创业主导型
系数

正规借贷

0.890***

RRR 值

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必然联系。
综合来看，在需求层面上，农户借贷资金多用
于医疗、教育、购车和婚嫁等应急消费性周转，农
地规模经营存在部分资本下乡特征，且根据《中国
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2018》数据显示，2018 年
经营耕地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有 2.249 亿户，在全国
占比高达 85.20%，说明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户还是以
小农经济为典型的发展特征，故将正规借贷资金用
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农户较少 ；农户创业需要启动和
周转资金，当自有资金达不到需求时，农户便会选
择通过借贷以弥补有限的创业资本缺口，且通常情
况下由于创业所需资金较多，农户会优先选择从正
规金融机构融资。
在供给层面上，由于务工主导型农户除固定资
产外，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透明，金融机构为规避
还贷违约风险，通常不愿意对其放贷 ；而创业主导
型农户一方面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另一方面
收入透明且经营地址固定，正规金融机构对这类农
户的放贷意愿相对更高，因而更能促进农户创业主
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

创业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系数

RRR 值

系数

2.436

0.316***

1.371

-0.575***

RRR 值
0.563

0.957

-0.236***

0.790

-0.192

0.825

-4.300*

系数
9.213***

借贷额度
户主性别

务农主导型
创业主导型

-0.044

户主年龄

6.394***

598.400

2.094**

8.118

年龄平方

-9.696***

0.000

-3.828***

0.022

-0.113

0.893

-0.148

0.863

-1.023***

5.868**

0.014

-0.001

RRR 值
1.000
0.999

6.654*** 775.842

353.684 -10.153***

系数

务工主导型

RRR 值

系数

0.143

RRR 值

1.154

-9.070***

0.000

-0.222***

0.801

-0.222*

0.801

-4.551*

2.103**

8.187

0.000

-3.907***

0.020

6.246**

0.895

-0.080

0.923

0.030

0.011
516.193

政治面貌

0.035

1.035

最高学历

1.316***

3.727

0.292**

1.339

0.359

1.295***

3.650

0.293**

1.340

健康状况

0.070

1.073

0.095

1.100

0.025

1.025

0.037

1.037

0.085

1.089

0.048

1.050

6.557*** 704.348

0.897

2.453

5.555*** 258.497

6.594*** 730.839

1.039

2.827

家庭总人口

5.660***

家庭负担比 -0.382*

287.149
0.682

-0.579***

0.560

-0.197

0.821

-0.111

创业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

-0.370*

0.691

-1.002***

1.031
0.367

-0.551***

0.576

-0.181

0.834

转出土地

0.561***

1.753

0.493***

1.636

-0.069

0.933

0.547***

1.727

0.491***

1.635

-0.055

0.946

转入土地

-0.934***

0.393

-0.933***

0.393

0.001

1.001

-0.908***

0.403

-0.918***

0.399

-0.010

0.990

家庭总收入

6.972*** 1 066.365

2.527***

12.518

0.012

6.517*** 676.753

2.714***

15.095

-3.803***

0.022

村人均收入

3.896**

5.234*** 187.591

1.338

3.813

3.906**

5.498*** 244.123

0.801

2.227

到县城的
最近距离

-0.837

49.197
0.433

-0.037

0.964

-4.445***

-0.769

49.707
0.464

-0.002

0.998

1.592

4.911

0.767

2.153

地区 ：以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0.482***

1.619

0.056

1.058 -0.426***

0.653

0.398**

1.489

0.020

1.020

-0.379**

0.685

东部地区

0.602***

1.826

0.228***

1.256 -0.374**

0.688

0.485***

1.624

0.183**

1.201

-0.302*

0.739

东北地区

0.231

1.260 -0.239**

0.787 -0.470**

0.625

0.179

1.196 -0.267***

0.765

-0.446**

0.640

LR chi2(34)

1 362.71

1 360.22

Prob>chi2

＜ 0.001

＜ 0.001

0.133 0

0.132 8

2

Pseudo R

注 ：相对风险比 RRR（Relative Risk Ratio）表示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出现概率比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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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控制变量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分析
在户主因素中，相对于务农主导型，户主性别
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相
对于创业主导型，户主性别对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
的影响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女性更倾向于选择
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可能是由于女性的低风险和
高储蓄偏好影响其正规借贷的意愿，继而影响家庭
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与创业行为。户主年龄对农户选
择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且相比于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
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两种生计方式的
概率是它的 598.400 和 8.118 倍（表 4）
，相对于创
业主导型，户主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务工主导型生计
策略的选择，户主年龄二次方与户主年龄所呈现出
的显著性及系数符号完全相反，说明随着户主年龄
增长到一定程度前，选择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的概率会逐渐增大，在这之后户主年龄越
大，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且年
龄较大的户主在借贷博弈过程中会对借贷渠道产生
路径依赖特征，通常不会选择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
户主学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
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且从 RRR 值来看，相对于务
农主导型，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要显著
大于务工主导型，说明随着学历的提高，户主的金
融素养也相对较高，家庭选择正规借贷的概率更大，
更能精准的把握投资机遇。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总收入均
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
略的选择。从 RRR 值来看，相比于选择务农主导
型，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
策略的概率越会显著高于创业主导型，而家庭总收
入越高，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会显著
大于务工主导型，家庭人口越多、收入越高，相应
的收入途径就会越广，农户势必会优先选择非农型
生计策略。相对于务农主导型，家庭负担比显著负
向影响农户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
择，说明家庭负担比越大，从事创业主导型和务工
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转出土地对农户创业
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且对创业主导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转入土地
则无显著影响，这与杨子砚和文峰 [31] 的研究结论
相一致。
在社区因素中，村人均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
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选择，且相比
于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村人均收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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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的
概率分别扩大 49.197 和 187.591 倍，说明村人均收
入越高，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大，新迁
移经济学理论指出，农户行为往往容易受到周围人
群的影响，即产生“同侨效应”
，农户外出务工不
仅是为了提高绝对收入，也是为了增加其相对收入，
继而提高农户的就业积极性，农户个人收入增多，
村人均收入势必提高。到县城的最近距离对农户生
计策略的选择无显著影响。
分区域来看，正规借贷对不同地区间农户生计
策略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
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组，中部与东部地区农户更倾向
于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次之，且
东部地区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更
大 ；东北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
略，务工主导型次之。一方面，由于中东部地区人
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水平整体相对较高，区域农业种
植面积相对较少，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
性更大。另一方面，据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中东部地区农民工输出率达 69.2%，也说明中东
部地区农户选择务工或创业的概率更大。而西部和
东北地区由于人力资本等因素的限制，在小农经济
和规模化种养相结合的特征下，农户务农主导型生
计策略占比必然较高。
3.4 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正规借贷与农户生计策略可能存在反向
因果关系，本文选取“农户主观金融知识”和“涉
农正规金融网点数”两个工具变量来解决潜在的内
生性问题。另外，本部分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正
规借贷”
“正规借贷额度”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降维成一个因子“正规借贷嵌入度”代入模型中处
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 5 汇报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使用工
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以正规借贷嵌入度
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估计结果看出，农户主观金融
知识和涉农正规金融网点数对正规借贷嵌入度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工具变量与正规借贷嵌入度有
很强的相关性。Durbin-Wu-Hausman (DWH) 检验得
出内生检验统计量为 6.34，P 值为 0.012，说明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假
设，即认为基准模型存在内生性。第一阶段 F 检验
统计量为 32.43，大于 Stock 和 Yogo [32] 提供的临界
值 16.38，其 P 值为 0.000，表明可以拒绝“弱工具
变量”的原假设。过度识别检验 P 值为 0.108，故
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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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 5 正规借贷嵌入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工具变量估计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formal loan embedding on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变量

阶段一（正规借贷嵌入度）
边际效应

稳健标准误

农户主观金融知识

0.085***

0.025

涉农正规金融网点数

0.017**

0.008

阶段二（农户生计抉择）

正规借贷嵌入度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已固定

Durbin-Wu-Hausman (DWH) 检验
第一阶段工具变量 F 检验值
过度识别检验 P 值

边际效应

稳健标准误

2.834**

1.287

6.34**
32.43***
0.108

注 ：控制变量与表 4 相同。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通过工具变量
内生性检验后正规借贷嵌入度对农户生计选择仍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有
效性。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两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更换计量模型，将无
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更换为无序多分类 Probit 模型 ；
二是样本剔除，通过统计原始数据，2018 年北京
（54.28 万元）
、福建（47.02 万元）
、上海（44.62 万
元）和天津（30.01 万元）的农户正规借贷均值超
过全国正规借贷均值（15.22 万元）的额度较大，
又考虑到其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剔除这四个省
份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均表明，除个别控制变
量有幅度较小的变动外，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基本
无大的变化，因此，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自波兰尼提出嵌入性观点以来，主要强调经济
行为对非经济社会结构的依赖，正规借贷是否嵌入
和嵌入深度对农户生计策略优化转型起到怎样的影
响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不论
农户是否正规借贷，创业主导型在三种生计策略中
占比均最低，务工主导型占比均最高。正规借贷农
户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占比均高于未正规借贷
农户，但务农主导型占比低于未正规借贷农户。务
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正规借贷以小额贷款
为主，而创业主导型农户正规借贷额度整体较高。
正规借贷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
生计策略的选择，且对创业主导型的促进作用更明
显 ；正规借贷额度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导型生计策
略的选择，而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程
度并不明显。正规借贷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户选择

创业主导型的影响效应更大，务工主导型次之，且
东部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 ；
东北地区正规借贷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务农主导型，
务工主导型次之。此外，农户生计策略还受到户主
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等相关特征变量不同程
度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并非全由
正规借贷这一行为造成，本文只是从农户生计策略
角度对正规借贷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后续还需
要依据正规借贷特点、模式等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变
化影响和生计脆弱性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此更加深
刻理解正规借贷与农户生计的关系。
4.2 建议
1）相关部门要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和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加强正规金融知识宣
传，让农户充分了解金融补贴优惠政策，信贷人员
要时常入户了解农户具体生产生活状况，给予合理
的借贷建议，推出以教育贷、医疗贷等为主的小额
消费信贷产品，满足小农户和务工农户的生活性消
费需求，组织建立有针对性的借贷运作机制，使资
金能顺利抵达农户手中，改善农户的生计资产配置。
2）从影响效应来看，正规借贷农户进行农业
生产投资较少，借贷资金并未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助
推作用，政府部门应该增大农业补贴力度，积极引
导务农主导型农户提高农业投资，适度扩大生产规
模，同时要依据农业生产周期、贷款用途、贷款利
率和还款方式等实际情况对农户还款期限做出适当
调整。
3）正规借贷额度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
策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要针对不同创业类型，细
化“创业贷”分类与优惠政策，对于还款信用记录
较好或提前还款的创业农户给予利率上的优惠和更
高的授信额度，争取金融服务繁荣农户低成本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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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4）正规借贷对不同地区间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要依据地区差异采取有
效借贷措施，尤其是要完善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正
规金融借贷市场，通过跨区招商引资等方式积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在现阶段疫情冲击下，
要着力推动正规金融助力“剩余”涉农劳动力平稳
就业，确保农户生计策略的优化转变。
致谢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ISSS）提供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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