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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
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 A-F
方法、Prob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
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 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
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
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
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
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
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
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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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digital finance on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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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in China under the prevailing criteria,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becomes the focu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Thus, it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by exploiting the advantage of digital fina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discussed its impacting mechanism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by the A-F method, the Probit 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39.7% of rural
households used digital finance, indicating that the number of rural households using digital finance was still relatively
low.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mainly occurred in relatively poor groups of vulnerable
and general types, development capacity has become a key dimension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remains the one where relative poverty was concentrated. Digital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mpose a positive impact on allevia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the vulnerable type. Digital finance also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alleviating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of economic viability. Furthermore, it can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by improving their financial literac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better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continuing to promote digit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nd targeted guidance on digital finance-related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redit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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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目前
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仍
将长期存在。相对贫困反映的是一种相对性与多维
性的社会现象，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
贫工作的重点 [1]，而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是导致多维
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如何从金融角度缓解农户多
维相对贫困便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传统金融
发展面临着成本高、风险性大和地理空间远引致的
内生动力不足，导致金融扶持广度和深度受限。但
数字金融本身的数字化、虚拟化、信息化和地理穿
透性等特征，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在服务农户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为推动农村
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因此，在传统金融发展
基础上，如何发挥数字金融优势对缓解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在已有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多以数字金融减缓
绝对贫困问题研究为主，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
高金融服务可得性 [3-4]、降低交易成本 [5-6]、加速经
济增长 [7]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并发现一个地区
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现象 [8]。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不再仅以收入为衡量标
准，开始从多维角度分析绝对贫困问题，多数学者
认为数字金融能够减缓多维贫困现象 [9-10]，对收入
和消费贫困影响显著 [11]。而有学者认为数字金融产
生的数字鸿沟问题会加深多维贫困的程度 [12]。
随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成为研究重点，并采用不同的相对贫困指标研究二
者之间的关系。一是仅以收入中位数的 40% 作为
衡量标准，其中有学者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明显减缓
相对贫困 [13]，对收入和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家庭减缓
效果更好 [14]。还有学者得到了差异性结论，发现数
字金融无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 [15]，加剧了城镇和农
村的相对贫困问题 [16] ；二是采用相对贫困脆弱性
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存在
结构性差异，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 [17]。然而
相对贫困的突出特征和主要难点在于其自身的多维
性 [18]，随后有学者对相对贫困的多维性进行研究，
发现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19]，且减贫效
果随着剥夺维度的提高而增强 [20]。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对绝对贫困的影响学术界
已做了广泛研究，数字金融能够促进绝对贫困减缓
已得到充分的证实，而目前关于数字金融对相对贫

困的研究，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完善 ：一是大多集
中于以居民收入中位数等单一变量进行衡量。但仅
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不能全面反映乡村振兴与共
同富裕推进过程中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刻画特征 ；二
是目前虽然有部分文献基于多维角度去衡量数字金
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但由于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
测度方法大不相同，还需要对不同的贫困识别方法
进行不断完善，便于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性 ；
三是以往文献多将多维相对贫困拆分为不同维度相
对贫困，分析数字金融对其的影响。而较少有分析
数字金融对不同相对贫困类型的影响关系，本文将
不同维度相对贫困和不同相对贫困类型都纳入分析
框架中，进而丰富数字金融和相对贫困的研究内容。
因此，本研究利用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采用 A-F 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利用
Probit 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
影响，并根据不同剥夺维度划分为脆弱型多维相对
贫困、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和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
探究数字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类型的影响关系。随
后采用指标赋权加总法计算经济能力、发展能力和
生活环境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维度
的影响关系。最后检验二者的渠道机制与地区异质
性，为新时期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提
供新视角。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金融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不同于以往的单一相对贫困，多维相对贫困不
仅衡量了居民相对收入现状，还考虑了居民的社会
需求层面，如居民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指标，
是一种综合性衡量指标，可以充分体现相对贫困群
体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本文从直接渠道与间接渠道
来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从直接渠道来看，数字金融有助于农户获得金
融服务和信息服务，而直接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图 1）
。农户参与数字金融业务有利于促进供给和
需求端的有效畅通。如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业务可
以提高农户资金流通便利性，使得农户更易积累资
金，实现金融资产配置，能够有效降低由于自然灾
害所造成的收入危机 ；数字借贷业务则为农户提供
信贷支持，有助于农户进行人力资本、生产经营和
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使农户的经济能力、
发展能力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数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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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能够打破以往信息壁垒，
实现信息交互，缓解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如金融
机构能够获得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数据
集，有效定位用户金融需求，有助于金融机构创新
金融产品，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重要保障 ；农户则
可以了解经济、就业等市场信息，为农户创业、非
农就业和生产销售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增加农户
获得收入和改善自我发展能力的机会。
从间接渠道来看，数字金融能够带动经济增长
和改善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农
户使用数字金融业务会提高存贷款规模，推动地区
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将会促使政府加
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农户社会保障体系，激发农村地区的金融活力 ；
也会使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农
户提供更多新型创业和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数字金
融的普惠性和长尾效应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城
乡就业和教育资源，使农户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
还能够让更多农户参与到财产性收入的分配环节，
实现资产合理配置，提高财产性收入。
总而言之，无论是直接渠道还是间接渠道，农
户都能通过参与数字金融，从其金融服务和信息服
务中获得经济效益，使得农户经济能力、发展能力
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数字金
融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数字金融虽能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但由于
相对贫困群体内部之间的差异性，会导致数字金融
对各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学者发现数字金融对
贫困程度越高的农户影响效果越好 [19]，这是由于贫
困程度高的农户无法依靠自身发展摆脱贫困，更需
要数字金融的外部支持，而数字金融难以满足贫困
程度较低的群体资金需求量 [20]。

然而数字金融可能对贫困程度低的农户影响效
果更好，由于贫困程度严重的群体可能更缺乏教育、
金融素养和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导致其存在明显
的“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21]，使难以接触互
联网的农户不能获得数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经济效
益 [12]，面临更突出的数字信贷约束 [22]。基于以上
分析，提出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群体产生
差异性影响。
1.2 金融素养的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不仅能使农户获得金融服务，还能获
得相关金融信息，使农户金融知识得到补充。同时
数字金融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会使政府投
入更多资金，增强对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
与普及，强化农户家庭利用金融资产配置实现资产
保值甚至增值的观念，达到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水平
的目的。
数字金融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水平后，将影响着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图 1）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提高农户经济能力。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
于提升农户对利率、风险投资等相关信息的合理判
断，能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通过合理配置金融资
产，实现资产增值以获得投资收益。二是提高农户
发展能力。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农户丰富农业和
其他保险知识，提高参保意愿和种类 [23]，使农户在
社会保障方面得到提高，为农户自身健康提供资金
保障。并且还能改善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
代际收入持续性问题 [24]。三是改善生活环境。金融
素养会加强农户对信贷需求和偿债能力的认知 [25]，
降低农户进行非理性投资决策，避免农户由于过度
负债而变卖房产的可能性，以便提高农户幸福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数字金融通过改善农户金融素
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促进经济增长
间接机制
改善收入分配
数字支付
数
字
金
融

数字理财

经济能力
中介效应

金融素养

数字借贷

发展能力
生活环境

多
维
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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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获得金融服务
直接机制

Fig. 1

获得信息服务

图 1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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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变量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 2019
年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该数据采用
分层、三阶段等抽样设计法，搜集全国除西藏、新
疆和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45
个 区 县，1 360 个 村（ 居 ） 委 会，34 643 户 家 庭，
10.7 万个家庭成员的信息，包括家庭资产、负债和
收入等内容。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调查，该数据具
有代表性 [26]。本文具体筛选和处理样本过程如下 ：
一是对个体、家庭和地区数据进行匹配 ；二是仅保
留了农村地区、受访者为户主且年龄在 18~70 岁之
间的样本 ；三是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最终本文共
得到 8 858 个农户样本数据。地区控制变量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数字普惠金融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
研究中心开发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7]。
2.2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 [28-29]，立足中国实际
发展国情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2011 年《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提出，扶
贫开发工作总体要求为“要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
，在此基础上，王小林和冯贺霞 [1] 指出经济维
度反映“贫”
、发展能力和生活环境维度反映“困”
，
2020 年后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更应该建立在“两不
愁、三保障”的基础之上。据此本文构建了经济能
力、发展能力和生活环境 3 个维度 9 个指标（表 1）
，
并对 3 个维度分别赋予 1/3 权重，对各维度内的指
标赋予同等权重，以此来反映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和
差异性特征。
经济能力层面，在收入指标基础上加入了就业
Table 1
一级维度

经济能力（1/3）

发展能力（1/3）

生活环境（1/3）

二级维度

与资产，其中就业可以反映家庭是否具有经济来源
渠道，资产则更能反映家庭的财富状况，以及是否
具有摆脱贫困的能力 [30]。发展能力层面，教育和健
康是个人能力发展的基本因素，社会保障则是个人
能力发展的外部支撑，而信息获得更好体现了农户
与外界联系的便捷程度 [31]。生活环境层面，住房是
对农户基本居住环境的衡量，幸福感指数是对农户
所处生活状态的一个基本判断。
2.3 多维相对贫困计算方法
A-F 方法被广泛用于测量多维贫困，并被许多
国家所采纳 [1]。因此为更好反映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现象，研究数字金融作用机制，本文基于 A-F 方法
和等权重法构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态指标，A-F
方法的主要步骤 ：首先构建单维度相对剥夺识别标
准，当农户（家庭）在 j 维度上的取值小于判别标
准时赋值为 1，表明在维度 j 上，农户处于相对贫
困状态，具体维度指标剥夺情况设定见表 1。其次
构建多维度相对剥夺识别标准，设定剥夺临界值为
k，计算农户（家庭）被剥夺的维度总数值 ci，通
过 ci 与 k 值比较的方式确定多维相对贫困群体。最
后计算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各维度贡献率。具体公
式为 ：
d

ci = ∑ w j gij0

（1）

j =1

M = H×A=
Ij =

qj

n

1 n
∑ ci ( k )
n i =1

× wj
M

（2）
（3）

d 为维度数，wj 为维度 j 的权重，g 0ij 为农户（家
式中：
庭）i 在维度 j 上的剥夺情况，M 为多维相对贫困指

表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system of rural households
指标

剥夺临界值

权重
1/9

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若人均收入低于
此标准则视为收入贫困，则为 1 ；反之为 0

就业

正式工作

家庭成员均无正式工作则为 1 ；反之为 0

1/9

资产

资产拥有情况

家庭所拥有资产数小于 3 则为 1 ；反之为 0

1/9

教育

受教育程度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小于 9 则为 1 ；反之为 0

1/12

健康

健康状况

家庭平均健康状况大于 3 则为 1 ；反之为 0

1/12

社会保障

保险情况

有家庭成员没有社保则为 1 ；反之为 0

1/12

信息获得

互联网使用

不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则为 1，反之为 0

1/12

幸福指数

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大于 3 则为 1 ；反之为 0

1/6

住房

房屋拥有状况

不拥有家庭自有住房则为 1 ；反之为 0

1/6

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3 066 元）的 40% 为 5 226.4 元 ；资产拥有情况 ：家电和电子产品等固定资
产少于 3 种处于资产相对贫困状态 ；健康状况 ：1~5 表示非常好、好、一般、不好和非常不好 ；主观幸福感 ：1~5 表示非常幸福、幸福、一
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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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H 为贫困发生率，A 为平均剥夺深度，n 为所
有农户数量，Ij 为各指标贡献率，qj 为 j 维度下剥
夺人口总数。
2.4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为
被解释变量，若农户被剥夺维度总数值（ci）大于
等于 1/5 则定义为农户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赋
值为 1，否则为 0。随后将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细
分为不同类型多维相对贫困 [32] 和不同维度相对贫
困，其中不同类型多维相对贫困分别为脆弱型多
维相对贫困（1/5 ≤ ci<1/3）
、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
（1/3 ≤ ci<1/2）和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ci ≥ 1/2）；
不同维度相对贫困则采用指标赋权加总的方式分别
计算经济能力、发展能力和生活环境指数 [29]。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个体为主要研
究对象，因此使用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代理变量 [33]
更能直观反映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力度。基于问卷可得性，本文将使用 CHFS 问卷中
“是否开通第三方支付账户、是否有互联网借贷和
互联网理财余额”问题进行表征。若农户参与数字
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三者中任意一项，则数
字金融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分为
三个层面 [14]，一是农户个人层面变量（性别、年龄、
年龄平方、党员）；二是家庭层面变量（家庭规模、
家庭劳动人口比）；三是地区层面变量（地区经济
水平）
。
4）中介变量。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量金融
素养水平 [34]。既往学者都以利率计算问题、通货膨
Table 2
变量类型

胀问题和投资风险认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但由于
2019 年的问卷调查中针对投资风险认知问题只限于
城镇样本，因此对该问题予以剔除。根据数据检验
结果，KMO 统计量为 0.652>0.6，且 Bartlett 球形检
验结果显著，可以做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保留一个因子计算得出金融素养指标。上
述具体变量名称及定义见表 2。
2.5 模型选择
本文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
将其拆分为不同类型多维相对贫困和不同维度相对
贫困，其中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是二值变量，因此本
文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具体设定为 ：

Prob ( M i = 1) = ϕ (α 0 DF + α1Ci + ε i )

（4）

由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类型为多分类变量，因此采
用多项 Probit 模型，具体设定为 ：

P (Yi = j DFi )

{

}

= P ( ε ik − ε ij ) ≤ ( β j DF − βi DF ) , ∀k ≠ j

（5）

在以农户相对贫困维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由于变
量为连续变量，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设定为 ：

X i = α 2 + α 3 DF + α 4Ci + ε i

（6）

式中 ：Mi 表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Yi 表示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类型，Xi 表示农户不同维度相对贫困指数，
DF 表示数字金融，Ci 表示控制变量，εi、εik 和 εij 表
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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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差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变量名称
ci ≥ 1/5 记 1，否则为 0

0.295

0.456

多维相对贫困类型

非相对贫困 =0，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 =1，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 =2，
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 =3

0.451

0.778

经济能力维度

0.120

0.192

农户相对贫困维度

发展能力维度

0.324

0.255

生活环境维度

0.043

0.146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

参与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三者中任意一项，
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0.397

0.489

中介变量

金融素养

因子分析法

0.769

0.891

性别

男 =1，女 =0

0.867

0.339

年龄

实际年龄

55.559

9.236

年龄平方

实际年龄平方除以 100

31.721

9.913

党员

党员 =1，非党员 =0

0.119

0.324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总数（人）

2.705

1.061

家庭劳动人口比

家庭劳动力人数（18~65 岁）/ 家庭规模

0.829

0.326

地区经济水平

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取对数

10.124

0.824

被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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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相对较少 。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相
对较高，整体相对贫困数量最低，西部地区三种类
型的相对贫困数量均最高。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
地区实际数字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
地区，促使东部地区农户更容易获得数字金融业务，
减缓了相对贫困现象。而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
济结构等因素，导致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
集中区域。由此可见，还需要推进我国农村地区数
字金融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缩小东中西部发展
差距 ；重点关注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群体，有效防
止发生返贫现象。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字金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和金融素养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户参与数字金融的占比为
39.7%，这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
低。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还相对
薄弱，数字基础化设施不够完善，导致农户数字金
融使用深度不够。此外脆弱型、一般型和严重型多
维相对贫困占比分别为 16.19%、11.05% 和 2.28%
（表 3）
。这说明我国以脆弱型和一般型多维相对贫
困为主。主要原因可能是，精准扶贫政策所带来的
减贫效果，使得农村地区遭受极端剥夺维度的家庭
Table 3

表 3 全国及各地区数字金融和多维相对贫困类型的数量及占比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digital fin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ypes in China and all regions
多维相对贫困类型

使用数字金融

区域
中部

脆弱型

一般型

严重型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072

36.97

468

16.14

340

11.72

58

2.00

东部

1 283

43.23

446

15.03

286

9.64

65

2.19

西部

1 162

38.86

520

17.39

353

11.81

79

2.64

全国

3 517

39.70

1 434

16.19

979

11.05

202

2.28

表 4 结果显示，随着剥夺临界值的提高，多维
相对贫困指数逐渐下降。该结果证明了我国农村地
区严重型相对贫困群体仅占少数，与表 3 结论一致。
从各维度贡献率来看，在 1/5、1/3 和 1/2 临界值下
发展能力维度的贡献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58.81%、
52.17% 和 40.23%。表明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
贫困的关键维度。主要原因可能是，以往精准扶贫
政策重点关注贫困群体的收入能力 [35]，经济能力便
不再是相对贫困群体主要贫困维度，发展能力贫困
则凸显出来。
Table 4
临界值

多维相
对贫困
指数

从各指标贡献率来看，在 1/5 和 1/3 临界值时，
教育指标的贡献率均最高，以 1/2 为临界值时，幸
福指数的贡献率反而达到最高。主要原因可能是，
农村地区教育资源落后和教育观念不强等原因，导
致教育成为影响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因素，然而多
维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加难以应对经济、教
育和住房等生活压力，使得农户整体生活水平低下，
幸福感指数降低。由此可见，要重点改善农村地区
发展能力贫困，重点加强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对
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提供外部支持。

表 4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与维度贡献率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and dimension contribution rate
经济能力（%）

收入

就业

资产

发展能力（%）
总占比

教育

社会
保障

健康

生活环境（%）

信息获
得

总占比

幸福
指数

住房

总占比

1/5

0.099

18.95

4.66

4.44

28.05

21.65

16.18

3.01

17.97

58.81

8.78

4.36

13.14

1/3

0.056

17.99

5.55

5.67

29.21

18.10

15.31

2.86

15.90

52.17

12.43

6.20

18.63

1/2

0.013

15.11

5.93

8.90

29.94

13.34

11.76

2.94

12.19

40.23

18.65

11.19

29.84

表 5 结果显示，金融素养问题回答不知道的农
户占比较高，超过 60% ；而利率计算和通货膨胀两
个问题全部回答正确的仅占 6.48%。表明农村地区
金融素养水平普遍偏低。这是由于农村地区信息匮
乏和教育水平偏低，使得农户难以获得金融知识。
总而言之，分析数字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并
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极其重要。

3.2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Table 5

表 5 金融素养问题回答情况（%）
Statistics of answers to financial literacy questions

问题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全部回答正确

利率计算问题

13.57

16.88

69.55

6.48

通货膨胀问题

18.79

18.02

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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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边际效应为 21.7%，且在 1% 水平上呈负向
显著（表 6）
。说明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的发生概率，与相关文献结论一致 [19]。这是由
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让更多的农户接触到金融服
务，减少了传统金融所带来的长周期和高成本，使
得农户更容易实现资金的累积和获得，不断改善农
户自身的多维相对贫困现象。进一步来看，数字金
融对脆弱型、一般型和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影响
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9.9%、9.5% 和 2.8%，均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金融能够更好缓解脆
弱型和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对严重型多维相对贫
困缓解效果较差，该结论与以往文献存在差异性。
如董晓林等 [20] 认为数字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深的
农户减贫效果更好，究其原因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促
进了普惠金融，使得相对贫困程度更深的农户受益
更强。然而本文认为数字金融会带来数字鸿沟问题，
Table 6

导致数字金融对不同相对贫困群体产生差异性影
响。具体来看，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群体可能更加
缺乏数字知识与技能，无法很好理解数字金融产品，
导致农户被排斥在数字金融服务之外，难以获得数
字金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数字金融对严重型
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果相对较差。
从控制变量来看，随着年龄、家庭规模、家庭
劳动人口比和地区经济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使农
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减少 2.7%、2.8%、
8.2% 和 1.5%，户主为男性比户主为女性多维相对
贫困预测概率平均低 6.5%（表 6）
，户主性别对脆
弱型多维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对一般型和严重型
多维相对贫困呈负向显著，表明女性户主更易减缓
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男性户主更容易减缓剥夺维
度较高的相对贫困 ；党员多维相对贫困预测概率平
均比非党员低 11.6%。

表 6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digital finance on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二元 Probit

变量名称

多元 Probit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

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

严重型多维相对贫困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数字金融

-0.217***

0.010

-0.099***

0.009

-0.095***

0.009

-0.028***

0.005

性别

-0.065***

0.013

-0.003

0.011

-0.039***

0.009

-0.018***

0.004

年龄

-0.027***

0.006

-0.011**

0.005

-0.014***

0.004

-0.003

0.002

0.003

0.002

0.029***

0.005

0.013***

0.005

0.014***

0.004

党员

-0.116***

0.015

-0.059***

0.013

-0.039**

0.012

-0.020**

0.007

家庭规模

-0.028***

0.005

-0.007*

0.004

-0.013***

0.003

-0.009***

0.002

家庭劳动人口比

-0.082***

0.020

-0.025

0.017

-0.053***

0.014

-0.001

0.007

地区经济水平

-0.015***

0.006

-0.004

0.005

-0.009**

0.004

-0.002

年龄平方

观测值

8 858

Pseudo R2

0.132

1 434

979

0.002
202

注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非相对贫困群体为参照组并未在表格中列示。

的积累，利用数字金融的信息传递效应拓宽了就业
渠道，带动农户人力资本的发展，使得农户经济能
力贫困和发展能力贫困得到有效缓解。但由于数字
金融对缓解融资约束存在局限性，自有住房对资金
的需求较高，数字金融难以覆盖家庭住房的资金需
要 [20]，而幸福感指数是农户对整体生活条件的综合
考量，数字金融对其的直接影响效果相对薄弱。因

数字金融对不同维度相对贫困影响的估计结
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经济能力、发展能力和生
活环境的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分别
是 -0.055、-0.161 和 -0.016（表 7）
。结果表明，数
字金融对发展能力和经济能力贫困的缓解力度相对
更大，对生活环境贫困缓解力度相对较小。究其原
因是农户通过数字金融缓解资金约束，提高了资本
Table 7
变量名称
数字金融

表 7 数字金融对不同维度农户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digital finance on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经济能力

生活环境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0.055***

0.004

-0.161***

0.005

-0.016***

控制变量
常数项

发展能力

均已控制
0.576***

均已控制
0.062

0.976***

标准误
0.003
均已控制

0.068

0.208***

0.054

观测值

8 858

8 858

8 858

Adjusted R2

0.084

0.282

0.016

874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此数字金融对生活环境贫困的影响力度相对较小。
3.3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分析
由于数字金融和相对贫困变量均采用微观数
据，很有可能存在互为因果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吴雨等 [36] 的分析方法，将移动电话使用
率（区县有智能移动电话农户数 / 区县总农户数）
作为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农户通过移动电话
可以提高数字金融的使用程度 ；从排他性来看，移
动电话使用率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不存在直接影响
Table 8

关系，因此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要求。
本文使用 IVProbit 进行结果估计，Wald 内生性
检验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故认为数字金融为内
生变量。根据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数字金融影响
的回归系数为 0.416，通过了 1% 水平上的显著检验
（表 8）；且弱工具检验结果均显著。因此得出所选
工具变量与数字金融具有相关性，且并非弱工具变
量。在克服内生性影响后，发现数字金融仍有能效
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前文结果一致。

表 8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数字金融

变量名称
移动电话使用率

多维相对贫困

系数

标准误

0.416***

0.036

数字金融
控制变量

均已控制

F值

310.87

R2

0.219

Wald Test

94.45***

弱工具识别检验 AR

141.91***

弱工具识别检验 Wald

87.04***

本文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替换计
量模型的方式检验结果稳健性。将基于 A-F 方法构
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替换为等权重加总法得
到的多维相对贫困综合指数进行检验 [29]，结果表明，
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金融仍在 1% 水平上显著
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表 9）
，表明数字金融对农
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缓解作用。将数字金融更换为

系数

标准误

-3.492***

0.374
均已控制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进行检验，并且为了排除量纲不统一问题对
该指数进行了对数处理，结果表明，更换解释变量
后结果仍负向显著。将 Probit 模型更换为 Logit 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Logit 模型结果依旧呈负向
显著，且边际效应与表 6 结果基本一致。以上分析
充分表明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表 9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数字金融

多维相对贫困综合指数
系数

标准误

-0.077***

0.003

数字普惠金融
控制变量
常数项

多维相对贫困
标准误

-0.162**

0.076

均已控制
0.586***

多维相对贫困（Logit 模型）

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225***

0.011

均已控制

均已控制

8 858

8 858

0.093

0.132

0.039

观测值

8 858

Adjusted R2

0.231

Pseudo R2

4 进一步分析
4.1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机制检验
关于金融素养中介效应的检验，逐步回归结果
均显著（表 10）
。但由于金融素养为连续变量，农
户多维相对贫困为分类变量，未使用同一回归模型
无法直接进行系数的比较。因此本文通过乘积分布
法 [37-38] 和 Sobel 法检验 Za×Zb 的显著性，分析其是

否存在中介效应。具体方法为，其一根据第二步回
归结果得出 a=0.374，SE(a)=0.021，Za=17.81 ；其二
根据第三步回归结果得出 b=-0.360，SE(b)=0.033，
Zb=-10.91 ；其三根据乘积分布法检验结果可知，置
信区间为 [-0.159, -0.111]，其中不包含 0，间接效应
为 -0.135，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根据 Sobel 法
统计量公式 [39]，计算得 Z=-9.293<-1.96，与乘积分
布法结果一致，再次证明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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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0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多维相对贫困

变量名称
数字金融

金融素养

多维相对贫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1.279***

0.065

0.374***

0.021

-1.172***

0.065

-0.360***

金融素养
控制变量

0.033

均已控制

均已控制

均已控制

观测值

8 858

8 858

8 858

Pseudo R2

0.132

0.144

2

Adjusted R

0.069

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改善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问题。
4.2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异质性检验
为分析数字金融的减贫效果是否存在地区异质
性，将其划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结果
显示，数字金融对三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均在 1% 水
平上负向显著，边际效应分别为 21.6%、22.6% 和

20.5%（表 11）
。该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
不同地区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且对东部地区
的缓解效果更好。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较快，数字基础化设施建设比较发达，使得农
户更容易通过数字金融服务获得经济效益。因此
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果
更好。

表 11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11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数字金融

中部

东部

西部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0.216***

0.018

-0.226***

0.017

-0.205***

控制变量

标准误
0.017

均已控制

均已控制

均已控制

观测值

2 900

2 968

2 990

Pseudo R2

0.138

0.148

0.119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多维相
对贫困现象，但对严重型相对贫困群体影响程度相
对较低，还需结合严重型相对贫困群体特点改善数
字金融服务。此外数字金融对发展能力和经济能力
影响程度更深，对生活环境影响较薄弱，还需创新
数字信贷模式以便缓解融资约束，改善农户生活环
境。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改
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但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东部地区的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因此在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还需要注重数字金融的发展
和农户金融素养的提升。
当前研究对改善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现象和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思路借鉴。而本文在传导路径
中，仅对金融素养进行研究，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此外虽然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是
现阶段扶贫工作的研究重点，但城镇地区多维相对
贫困现象也不容忽视。因此未来还需要扩大研究范

围，不断丰富研究结论，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5.2 政策建议
1）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提高
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程度。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鼓励传统金
融机构继续拓展数字化金融服务，针对不同相对贫
困类型农户群体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实现精准化金
融支持，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
2）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宣传与针
对性指导，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素养。尤其是针对严
重型相对贫困群体，以便缓解该群体数字排斥现象，
使该群体能够享受到数字金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要加强金融知识与教育的普及，提高农户
金融能力、金融素养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实现农
户自主性减贫，改善农户的经济能力与发展能力。
3）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有效缓
解农户融资约束。鼓励金融机构结合数字征信创新
农户贷款模式，为农户获得住房资金提供支持。与
此同时还要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不同
地区的资源优势，建设绿色生态乡村，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标准，提高农户幸福感指数，缓解农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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