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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
薛凯芸，王越，胡振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6 省 11 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
OLS 模型、Probit 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
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 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
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
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
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
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
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收入增长；相对贫困；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2.35; 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2）06-0971-13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XUE Kai-yun, WANG Yue, HU Z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is a key to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which is vital to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data from 11 counties in six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come gener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by
the OLS model, the Probit model and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come growth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followed by endogenous and
robustness tes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below the medium level of all counties in China, with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43.9%
of rural households are in relative poverty, and household income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increas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lower the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villag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more effects on the low-income groups and can
improv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ve different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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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even more obvious. In addition, coun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venue-raising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unty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fforts to carry out digital financial education so that digital dividends can benefit disadvantaged groups more fairly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growth; relative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2020 年中华民族千百年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如期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
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
要内容 [1]。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然而，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存在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巩固脱贫攻坚
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地
区 [2]，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黄河流域是我国
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其综合经济发展
水平同长江流域存在明显差距。同时黄河流域地区
农户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区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尽管我国已经消除了现行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但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情况并未根本改变，仍可能由于金融排斥增加返
贫风险。因此，重点关注黄河流域地区，持续增加
低收入群体收入，不断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是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由联合国于 2005
年正式提出，是指可以全面地为社会各阶层，尤其
是为中小微企业、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
金融服务。网络技术的创新及应用范围的扩大，赋
予了普惠金融全新的内涵与形式，数字普惠金融应
运而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从不同视角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增长、贫困
减缓和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其结论主要可归纳为三
种观点 ：一是收入增长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更
强的时空穿透力和低成本优势，有助于改善传统金
融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的不足 [3]。对此，学者们研
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弱势群体尤其是
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 [4]。张林 [5] 以贫困县和
非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

非贫困县中作用更明显。王永仓等 [3] 基于数字金融
需求方的视角，利用大样本农户家庭数据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改变农户收入结构，促进家庭总
收入增长。二是贫困减缓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
创新储蓄、信贷和支付手段，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
可获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等途径
有效缓解居民贫困 [6-7] ；并且不同阶层和群体并非
平等地获益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 Mohammed 等 [8]
利用多个国家低收入家庭数据研究发现，普惠金融
通过向穷人提供净财富和更多福利显著降低贫困水
平。黄倩等 [9] 指出贫困群体能够较富裕群体从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收入比较会激发贫困
家庭利用金融资源来改善财务状况和积累人力资
本 [10]。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
居民收入水平关系的基础上，相关研究指出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改善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
距 [11]。宋晓玲 [12] 利用泰尔指数计算中国各省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也有诸多学者基于基
尼系数研究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发现普惠金融
对改善收入不平等具有积极作用 [13-14]。
综上，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先贤已经对数
字金融和收入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但仍存在值得探
讨的地方 ：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文献虽有涉及数
字普惠金融与增收减贫、收入分配等方面研究，但
较少系统性地将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纳入以共同富
裕为目标的统一分析框架，聚焦微观农户家庭，探
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从研究数
据来看，以往文献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常用省级、
市级层面数据反映区域的数字金融发展情况，本文
则细化到了县级层面，更细致地检验县域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 ；从研究内容来看，
目前鲜有研究从产业结构变迁入手，探究数字普惠
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中介效应和传导路径。鉴于此，
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
区 6 省 11 县（市、
区）1 260 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
运用 OLS 模型和 Probit 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户收入增长和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通过分位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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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并
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
增收效应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
分配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本质要求，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2]。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
论是对早先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提出了在
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
的人富裕为目的”
，并且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两极
分化特质，即社会极端贫富差距现象 ：一边是财富
积累与集中，一边是贫困加深与恶化。共同富裕中
“共同”要求使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消
除两极分化 ；
“富裕”意味着居民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这就需要一方面社会消除绝对贫困、全体人民
均达到富裕水平 ；另一方面，群体收入差距处于合
理区间 [15]。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收入分
配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 [1, 16]。
1）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的影响。由于地
理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原因，低收入群体和弱势
群体通常囿于其收入水平或财富规模的限制被优质
金融资源排斥在外，难以有效满足自身金融需求。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正规信贷约束普遍存在，突出
表现为农户“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久”[17]。在此
背景下，农户往往较容易陷入贫困循环陷阱，而普
惠金融可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18]。
“数字化 + 普惠
金融”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普惠金融转型升级，
能够降低金融交易门槛与成本、促进信息流通与价
格发现、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和
触达能力，大幅提高了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金融
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19-20]。由此看来，数字普惠
金融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拓展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
的广度与深度，有效地为农户提供所需金融服务和
产品，缓解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融资约束，促进
其收入增长。一方面，居民拥有金融账户并频繁使
用，能够释放其消费与投资潜力，有效改善当地经
济发展，优化居民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医疗和教
育等条件，进而为更多居民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
最终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21]。另一方面，良好的金融
发展环境为低收入群体创造了共享经济发展红利的
机会，有效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意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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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家庭投资、储蓄、负债和消费等金融行为。金融
素养的提升，使其有更稳固的经济条件进行加强教
育、分散投资、购买保险和看病治疗等一系列活动，
从而防止因抵御风险能力的欠缺与薄弱再次返贫。
因此，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让更多农户享
受到金融服务和产品，使其通过从事生产活动、投
资金融产品和提升个人能力等途径提高家庭收入，
降低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认
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并降
低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
2）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传统金
融所表现出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自身逻辑所决
定的，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
索抵押”追求商业可持续 [22]。这种“嫌贫爱富”的
本性使得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当农村地区、
低收入群体等被排斥在外的时候，可能会加剧居民
贫富差距。此外，传统金融通过在各个地区设置机
构网点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容易受到成本、交通
等因素限制，使金融网点难以深入到偏远、欠发达
地区，造成金融排斥中的地理排斥，金融机构和消
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为严峻。发展农村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是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推进金融包
容性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成果。具体地，
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帮助落后地区积累资金。相
较于传统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使
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获得自身所需
金融产品与服务 ；拓展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
使得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微观经济主体也能享受到
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将给予低收入
群体更多的增收和发展机会。一方面，降低了客户
准入门槛，使得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 [23] ；另一方面，
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内生发展能力，譬如增加金
融知识、积累社会资本等。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
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特征，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
长促进作用更明显，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改善
收入分配问题。
1.2 产业升级的中介作用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任务，是
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24]。乡村产
业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农民为主体，能够有效促
进当地就业创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县域产业发
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撑，例如现代农业提质
增效催生大量融资需求、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亟须乡
村金融创新等。金融科技赋能延伸了金融服务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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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多中小微企业、乡村经济主体放宽服务准入门
槛并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 [25]，帮助乡村企业积累资
本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带动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向乡村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
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
构转变 [26]。县域产业升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
径 [27]，从中观层面“做大蛋糕”为共同富裕奠定物

覆盖广度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质基础。同时，县域产业升级能够为农村剩余劳动
力提供就近非农就业机会，多渠道促进农户收入增
长 [5]。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
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县域产业升级发挥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
贫增收与收入分配两个维度来影响农户收入，助力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时，县域产业升级在数字普
惠金融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中发挥中介效应（图 1）
。

中介效应

农户收入

产业升级

提高收入水平
减缓相对贫困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协调
提供所需的金
融服务和产品

拓展金融发展
的广度与深度

直接效应

Fig. 1

统一

缩小收入差距
改善收入分配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理论框架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or rural household income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0 年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实施的“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调查。该调查首先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样本选择区域，抽取了黄河
上游地区青海、宁夏和内蒙古，以及黄河中游地区
的陕西、山西和河南。然后，通过概率与规模成比
例抽样方法抽取了 13 个沿黄河流域的样本县（市、
区）
，并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
在各样本县（市、区）抽取 2~5 个样本乡镇，每个
乡镇选取 2~5 个样本村，各样本村随机抽取 10~25
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涉及农户个人、家庭
和村居三个层面，具体内容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家
庭基本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外部环境等特征，能
够较好地满足本文研究需求。此次调查共获得了
104 份村级问卷，2 362 份农户问卷。
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源自第三期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2011—2020 年）
，包括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3 个维度，涵盖中国省级、城
市级指数和县域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演变趋势 [23]。考虑到反向因果
的可能性，本文选取滞后一期 2019 年的县域指数。
此外，其他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各县统计年鉴及其年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对于部分经济社会数据缺失值，则采用该指标
相应的市级和省级数据进行插补。本文在农户调研
数据的基础上，按照县级编码匹配了各县域的数字
普惠金融数据和其他经济社会数据。为保证各省样
本数量分布均衡，本文选取了来自 11 个县（市、区）
的农户样本，同时删除了缺失家庭收入等关键信息
的数据和极端异常值，最终获得 1 260 个农户样本，
涵盖 70 个村庄。此外，剔除村级数据不全的样本，
最终得到 50 个村庄样本。
2.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收
入水平和相对贫困状态。前者用农户 2019 年家庭
年总收入作为代理指标，并对其取对数。后者参考
世界银行社会贫困线界定方法进行测度，即社会贫
困线 =max{1.9, 1.0+0.5× 收入中位数 }，其中货币单
位是美元。根据各县域相对贫困的标准判断并识别
农户相对贫困状态。
2）解释变量。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 2019 年统计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反映黄
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各个县（市、区）的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状况。为了更好地进行统计推断，本文将该
指数及其子指标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是产业升级，包
含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层含义 [28]。
参考杜金岷等 [29] 的研究，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
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用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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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的趋势。产业结构合理化
则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用于反映
不同产业之间的耦合质量，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测
算 [28]，计算公式为 ：
3
Y
TR = ∑  i
i=1  Y

 Yi Y
−1
×
 Li L

（1）

式中 ：TR 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Yi 表示第 i 产
业的产值，Li 表示第 i 产业的从业人数，Y 为地区
总产值，L 为地区总从业人数。TR 为 0 则表示产业
结构处于均衡，
TR 不为 0 则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均衡。
由于 TR 是反向指标，为方便理解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变动，将其正向化处理，具体为 ：

SR = max{TR} − TR

（2）

4）控制变量。本文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
区特征 3 个层面选择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相对贫困
和收入分配的控制变量。根据梁榜和李晓琳 [30]、张
勋等 [4] 的研究，户主特征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
年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新农合和智能手机。家
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总数、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
和家庭负债。地区特征包括村庄人口总数和农业技
术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31]，
通常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或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来

Table 1
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地区特征

变量名称

衡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是指投入在农林牧渔业的各
种机械动力总和，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农业机械化程
度 [32]，因此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来代
表农业技术水平。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3 统计分析
为了把握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的分布特
征，本文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计算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均值，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情
况和区域发展情况 ；同时，利用各县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计算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基于黄河中上游两
个区域分解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内差异。然后，
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按其分位数分为低指数到高指
数五组区间，并计算各区间内农户收入和相对贫困
率的均值，以探究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加，农
户收入和相对贫困率可能的变化规律。
2.4 模型设定
1）农户收入增长模型。本文运用 OLS 模型估
计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具体模型
设定为 ：

Yij = a0 + a1 X j + a2Cij + ε ij

（3）

式中 ：Yij 表示 j 县域农户 i 在 2019 年家庭总收入的
对数值，该值反映该农户收入水平 ；Xj 代表 j 县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Cij 为影响县域 j 中农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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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值

标准差

10.458

1.711

家庭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是 =1，否 =0

0.439

0.496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

4.664

0.066

覆盖广度

覆盖广度指数，取对数

4.537

0.069

使用深度

使用深度指数，取对数

4.827

0.110

数字化程度

数字化程度指数，取对数

4.727

0.039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1.525

0.894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正向化处理）

0.522

0.308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953

0.211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5.622

11.847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年）

6.846

3.654

婚姻状况

已婚 =1，其他 =0

0.933

0.250

健康状况

从非常不好到非常好依次赋值为 1~5

2.778

0.853

新农合

是否参与新农合，是 =1，否 =0

0.983

0.131

智能手机

是否有智能手机，是 =1，否 =0

0.831

0.375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人口总数（人）
，取对数

3.702

1.395

少儿抚养比

家庭 16 岁以下人数比例

0.118

0.172

老人抚养比

家庭 60 岁以上人数比例

0.297

0.369

家庭负债

家庭是否有负债，是 =1，否 =0

0.049

0.216

村庄人口总数

所在村庄人口总数（人）
，取对数

7.334

0.566

农业技术水平

单位面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2）

5.472

1.034

农户收入水平

家庭总收入（元）
，取对数

相对贫困状态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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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 ；εij 为随机扰动项。
2）农户贫困减缓模型。由于农户相对贫困状
态是取值为 0~1 型虚拟变量，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
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具体模
型设定为 ：
P ( PK ij = 1) = Φ ( β 0 + β1 X j + β 2Cij + ε ij )

（4）

式中 ：PKij 为 j 县域农户 i 相对贫困状态 ；Xj 为 j 县
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Cij 为相关控制变量。
3）农户收入分配模型。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户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升
低收入群体收入，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收入分
配改善效应 [30]。具体模型设定为 ：

Qτ ij (Yij | Z ij ) = Z ij γ τ ij + ετ ij

（5）

式中 ：Qτij(Yij | Zij) 表示 j 县域农户 i 在 τ 分位数上的
收入水平 ；Zij 为影响农户 i 收入的变量，包括解释
变量和控制变量 ；ετij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取了
Q10、Q25、Q50、Q75 和 Q90 五个常用的分位点。
4）增收作用机制模型。在农户收入增长模型
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33] 的做法，通过逐
步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具
体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 ：

Yij = a0 + a1 X j + a2Cij + ε1

（6）

M j = b0 +b1 X j +b2Cij + ε 2

（7）

Yij = c0 + c1 X j + c2 M j + c3Cij + ε 3

（8）

式中 ：Mj 为中介变量，表示 j 县的产业结构 ；Yij 为
被解释变量，表示 j 县域农户 i 的收入水平 ；Xj 为
解释变量，表示 j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由
于本文研究农户相对贫困和收入分配均是以农户收
入水平为基础展开进行的，所以在此只分析产业升
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增收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表征分析
整体上，样本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为
106.099（表 2）
，低于全国各县的中等水平（中位
值为 110.471）
。分区域来看，中游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情况较好，指数均值比上游地区高 3.542 个
单位 ；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组内差异较大，泰尔
指数和变异系数均高于中游地区。表明在黄河流域
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地区差异，可能

是由于不同县域数字技术水平存在差距和各地区
居民认知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数字普惠金
融与普惠金融最大的区别点在于数字技术，以大数
据、物联网和 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
与应用，给金融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而黄河流
域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
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使得黄河流域地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不均衡。另外，认知程度较高的居民往往
具有高水平的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较容易接受并
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产物，积极参与数字金融市场。
表 2 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区域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均值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上游地区

104.811

0.003

0.087

中游地区

108.353

0.002

0.071

总体

106.099

0.003

0.079

根 据 样 本 统 计 得 出，1 260 个 农 户 家 庭 总 收
入平均值为 7.853 万元，处于相对贫困的农户占
比为 43.9%（表 3）
。将数字普惠金融五等分后发
现，29.4% 的农户位于数字普惠金融低指数组，仅
12.8% 的农户位于高指数组，并且高指数组的农户
收入均值是低指数组的近 2.5 倍。黄河流域中上游
地区高收入农户占少数，绝大多数农户的家庭总收
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说明农户收入仍存在有提升
空间。此外，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高，农户
收入大致呈现增加趋势，相对贫困率总体呈下降趋
势。究其原因，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拓展了农村地
区金融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有效地为农户提供所需
金融服务和产品，促使其收入水平提高。更精确严
谨的结论还需要做进一步实证检验。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影响分析
3.2.1 收入增长效应 OLS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数字
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收入水平和相对贫困率统计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relative poverty rate
数字普惠
金融分组

观测值

比例
（%）

农户收入
（万元）

相对贫困率
（%）

低指数

370

中低指数

157

29.4

5.759

49.7

12.5

5.123

中指数

54.1

238

18.9

7.295

47.5

中高指数

334

26.5

8.826

31.4

高指数

161

12.8

14.136

41.0

1 260

100.0

7.853

43.9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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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升一个单位标准差（0.066）
，样本农户收入将
增 长 25.85 个 百 分 点（0.066×3.917×100%）
（ 表 4，
模型 4）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可能的原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空间限
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及融资成本，促进农村经济
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此外，户主
个人特征变量中，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智能手
机使用都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农户受教育程
度越高，其“驾驭”物质资本的能力也会越强，其
农业生产的效率得以提高，收入随之增长 ；同时对
于黄河流域地区农户，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而
农业生产依赖体力劳动以及农业生产者身体条件，

Table 4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4]

因此健康状况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智能手
机使用是农村电子商务推广的基础，电子商务发展
可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而增加农户收入 [35]。
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口总数正向作用于家庭收
入增长，而家庭 60 岁以上人数比例显著抑制了家
庭收入增长，这些结果均与理论预期一致。地区特
征变量中，不同于张勋等 [4] 的研究，本文发现村庄
人口规模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
能是黄河流域地区农户收入大多来源于农业和畜牧
业，实施乡村人口振兴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 [36]，
农户收入得以增长。此外，农业技术水平对农户收
入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既有文献结论一致 [31]。

表 4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3.915***

0.718

4.719***

0.742

4.004***

标准误
0.720

3.917***

系数

标准误
0.858

性别

-0.042

0.226

0.078

0.218

0.079

0.216

年龄

-0.032***

0.005

-0.003

0.006

-0.002

0.006

受教育年限

0.021

0.013

婚姻状况

0.107

0.195

健康状况

0.299***

0.065

新农合

0.139

0.351

智能手机

0.497***

0.133

-0.467*

家庭负债

0.251

0.025**

0.013

-0.007

0.189

0.261***
-0.036

0.338

0.337***
-0.277

0.130
0.242

0.219***

家庭人口总数

0.063

0.039

0.024*

0.013

-0.004

0.189

0.238***
-0.100

0.063
0.335

0.365***
-0.211

0.129
0.292

0.207***

0.038

少儿抚养比

-0.366

0.309

-0.402

0.307

老人抚养比

-1.081***

0.172

-1.024***

0.170

村庄人口总数

0.408***

0.079

农业技术水平

0.062

0.074

观测值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R2

0.023

0.159

0.225

0.242

调整 R2

0.022

0.153

0.218

0.23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3.2.2 贫困减缓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总指数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5% 的
水平上显著（表 5，模型 1）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
原因 ：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满足各群体的金
融需求，促进投资创业、非农就业等增收活动，从
而降低个体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 ；二是数字普惠金
融能够帮助个体积累互联网技能和金融知识，提高
数字素养与金融素养、优化个体金融行为，进而减
缓相对贫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对相对贫困具
有负向影响，但使用深度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就覆
盖广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触达用户的直接体现由
原本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金融服务人员数转变成了

电子账户覆盖率 [23]，突破了传统金融原本的地理空
间束缚，在分布上促进了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深度则更侧重
于实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情况，例如支付、信贷、
保险和投资服务等。郭峰等 [23] 认为覆盖广度衡量
的是一种机会上的公平，而使用深度则更多体现为
结果上的均衡，该结果取决于数字金融服务在当地
发展的各种软硬环境。对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使用深度依旧相对落后，这可能是造成回归结果不
显著的原因。此外，数字化程度加剧了居民相对贫
困，原因可能是 ：数字化程度更多地表现为数字金
融服务的便捷性、信用化等，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
实际价值与发挥效力。在利用外部社会资源扶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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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 5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lative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模型 1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模型 2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610**

0.276

覆盖广度

模型 3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753***

0.264

模型 4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228

0.167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边际效应

标准误

0.021

0.366

户主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精英捕获”现象，也就是让
原本属于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农村少数“精英”占有，
造成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家庭
的脆弱性 [37]。
3.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分
位点农户的收入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且均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表 6）
，与前文结论一致 ；并且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
趋势，在 Q75 分位点的农户收入促进作用最低。同
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处于 Q10 和 Q25 分位点的农户
收入促进作用远大于高收入分位数（Q75 和 Q90）
的农户，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提
升作用更大，有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改善收
入分配问题。
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健康状况对不同分位点
农户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回归系数随农户
收入增加而逐步减小，表明增强身体素质可以提高
Table 6

农户收入，并且在中低收入群体中效果更明显。原
因可能是中低收入农户多数情况下会从事体力劳
动，即使外出务工，从事的行业多为对体力等健康
状况要求较高的职业，所以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对
低收入农户的影响程度更大。60 岁以上人数比例对
各层次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该影响
在中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区别于城镇地区老年
群体大多以退休工资作为收入来源，农村地区主要
依靠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若是家中老年人
口比重较高，往往会出现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工
作效率降低的现象，造成家庭收入减少 ；同时老年
人口比例较高，正常情况下医疗开销会给家庭带来
较重负担，并且因为照顾老年人，家庭劳动力务工
时长会相应减少，导致家庭总收入降低。
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指标分位数回归结果显
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在
中低收入群体中更明显，对高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
相对较小（图 2）
，体现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

表 6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Q10
4.331***

Q25
3.364***

Q50
2.431***

Q75
1.928***

性别

0.279

0.154

-0.072

0.122

年龄

-0.001

-0.011*

-0.002

-0.001

0.007

0.013

-0.187

-0.250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新农合
智能手机
家庭负债
家庭人口总数

0.382***
-0.051
0.479*
-0.039
0.156**

0.028***
-0.072

0.033***
-0.046

Q90
2.481***
-0.424**
-0.006
0.026**
0.318*

0.358***

0.202***

0.135**

0.119**

0.656*

0.104

0.096

0.115

-0.075

-0.018

-0.073

0.151

-0.621**

-0.279

-0.355*

-0.160

0.191***

0.223***

0.197***

0.143***

少儿抚养比

-0.097

-0.236

-0.335

-0.389

-0.321

老人抚养比

-1.280***

-0.822***

-0.703***

-0.534***

-0.352**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Pseudo R2

0.186

0.162

0.124

0.098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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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由于不具备竞争优势，其收入可能会略有减
少。综上所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再次支持了数
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特征，对农户收入分配具有改
善效应，表明前文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3.4 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6
覆盖广度

分位数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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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
***
***

***
***

***

**

2

***

NA

NA

***

**

NA

0
NA

-2
农户收入的分位数

图 2 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标对农户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Fig. 2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注 ：NA 表示回归系数不显著（P>0.1）。

特征，可以有效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然而数字化
程度仅对高分位数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低分位数家庭收入一定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数
字化程度更多地反映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体
现，也就是“惠”的体现。低收入群体往往整体受
教育程度偏低、金融素养等可行能力较为滞后，会
明显抑制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力发挥 [38]。同时，
社会资本、教育水平和个人技能等因素也会影响到
居民整体发展，低收入群体往往处于就业和创业竞
争的劣势地位，这也会使得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
数字红利主要惠及能力较强的高收入群体，而低收

根据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县域产
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实现农户
收入持续增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
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3.917，对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影响系数为 4.141，两者均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表 7）
。
在加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
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依旧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并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
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高级
化，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在加入产业结构合理化变
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系数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带动县域产业
间比例合理化程度提升。此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
农户收入的影响呈现出了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
要素快速流动和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对农业发展造成
挤压。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农户收入
3.917***

产业升级

农户收入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4.141***

1.302***

3.249***

4.252***

0.161***

产业结构高级化

-0.257*

产业结构合理化
户主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R2

0.242

0.226

0.226

0.247

0.243

0.233

0.217

0.218

0.238

0.234

2

调整 R

3.5 异质性与内生性检验分析
鉴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仅全样本分
析缺乏代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黄河流域上游和
中游地区。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上
游和中游地区影响农户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791
和 9.609（表 8）
，说明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的增收效果更好。其原因可能是黄河流域中
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字普惠金融的

提升更容易激发当地高质量发展潜力，进而提升当
地农户收入。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不同区域中
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对上游地区农户
收入具有抑制作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介效应分
析中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部分的解释。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可能会因遗
漏变量、互为因果等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孙
学涛等 [39] 的研究，选取了县域所属地级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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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区域分组分析结果
Results of grouping analysis in different regions

Table 8
变量

上游地区
系数

中游地区
标准误

标准误

1.019

9.609***

2.999

-0.352

0.345

1.727

1.416

户主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产业结构合理化

2.791***

系数

控制

868

392

R2

0.136

0.431

调整 R2

0.123

0.411

观测值

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市级指数
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著正相关，说明具备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Cragg-Donald Wald F 统
计量为 339.56（表 9）
，大于 10% 偏误下的临界值
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说明选市级指数作为

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同时，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并无明显差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
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仍在 5% 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确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进一
步说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表 9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9 Endogenous test results
变量

阶段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系数

阶段二（农户收入水平）

标准误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市级指数

0.478***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观测值

1 260

R2

0.217

C-D Wald F

339.56

选取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具体而言，在前文识
别农户相对贫困状态的基础上用一个村庄中处于相
对贫困状态的户数占村庄总户数的比重来反映村庄
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控制变量则选取村庄层面指
标，包括村庄总人口、村庄抚养比、本村党员与预
备党员数量、是否有金融机构服务网点、粮食播种
面积和村里有无邮政服务网点等。OLS 模型估计结
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覆盖广度对村庄层
面相对贫困发生率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通过
了至少 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 10）
。反映
了发展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减缓村庄
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有助于防范农户再次返贫。
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既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户个
体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又能有效地减缓村庄层面
相对贫困发生率，表明以上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测量误差偏误，本文

标准误

2.381**

1.149

0.017

户主特征

3.6 稳健性检验分析

系数

使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
指数替代前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果显示，中国
“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均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中低收入群体中
更明显（表 11）
，表明数字经济指数改善了收入分
配，促进了样本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同前文结论一
致，充分说明估计结果整体上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6 省 11 县市
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明显地区
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互
融合的产物，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
响，并且显著降低了农户相对贫困的概率，黄河流
域中上游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实现农户减
贫增收。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
效应更明显，能够较好地惠及弱势群体，有助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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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稳健性检验 ：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
Table 10 Robustness test: relative poverty incidence in villages
模型 1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0.853*

0.491

覆盖广度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0.839*

0.421

使用深度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0.467

0.332

系数

标准误

0.376

0.674

村庄总人口

-0.082

0.074

-0.058

0.076

-0.103

0.073

-0.105

0.074

村庄抚养比

0.071

0.199

0.050

0.193

0.065

0.204

-0.032

0.197

党员数量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0

0.002

金融网点

-0.083

0.054

-0.090*

0.053

-0.084

0.055

-0.104*

0.055

数字化程度

0.034**

粮食播种面积

0.014

-0.072

邮政网点

0.052

0.035**

0.013

-0.076

0.051

0.034**

0.014

-0.074

0.037**

0.053

0.014

-0.083

0.055

50

50

50

50

R2

0.343

0.357

0.328

0.301

调整 R2

0.234

0.250

0.216

0.185

观测值

Table 11
变量
“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
户主特征

表 11 稳健性检验 ：中国 “互联网 +” 数字经济指数
Robustness test: China “Internet plus” & Digital economy index
Q10

Q25

Q50

Q75

Q90

1.317**

1.137***

0.612***

0.415*

0.51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1 260

R2

0.184

0.160

0.119

0.093

0.076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对农户贫困减缓和收
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数字化程度仅对高收
入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 ；对于黄河的不同区域，
数字普惠金融在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
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增
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县域产业
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经。因此，在扎实推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农村
数字普惠金融并坚持乡村产业振兴，多渠道促进农
民收入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从共同富裕经济内涵出
发，重点关注的是农户减贫增收与收入分配问题。
同时，仅选取了 2020 年实地调研数据探讨数字普
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未分析两者之间可能存
在的动态关系，如时滞效应等。因此，后续可在具
备更详细的数据时，从更丰富的共同富裕内涵出发，
建立全面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动态分析。
4.2 政策启示
1）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夯实基础金
融设施建设。力争扩大支付清算、信息通讯和 5G

网络等信息技术覆盖面，尤其是对黄河流域上游地
区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
金融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便捷性、
安全性和普惠性的特征，助力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
体收入增长，将居民群体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
2）全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县域产业转
型升级。立足于农业农村资源，明确自身发展优势，
以特色产业发展为重要突破口，打造高产品附加值、
高规模效益的特色产业集群，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
促进县域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
级化产业结构迈进，早日实现“产业兴旺”
，辐射
带动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
3）加强数字金融教育的开展力度，弥合弱势
群体“数字鸿沟”
。将农村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
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和新政策的重点宣传对
象，针对农户认知特征制定科学的金融知识普及策
略，增强其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切实提高弱势群
体参与数字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保障农村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挥效力，减小“数字鸿沟”所导致的城乡
差异和农村内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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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上鼓励金融机构将金融服务引向弱势
群体，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为偏远、欠发达地区服
务，使其能够利用便捷的金融服务来改善家庭经济
状况 ；同时，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推出扶贫再贷款等
面向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避免出现“精英捕获”
现象，充分满足各群体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优
化信贷资源配置，助力共同富裕。
致谢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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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