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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在统一框架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的
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提升了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其对农村家庭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要高于城

市家庭。进一步地，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参与创业。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在市场

化越不发达的地区对家庭创业的边际影响更大，市场化所构建的理性法制体系在家庭创业决策中与非正规

的关系体系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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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与此同时，我国也步入优化结构、减速换挡、面临多挑

战、寻找新动力的经济新常态阶段（刘文革等，２０１６）。［１］在此背景下，激发民众创业意愿、释放创业潜
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２０１５年３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把亿万人民的聪明
才智调动起来，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时隔不久，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在我国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以“双创”的

机制体制改革释放和培育本土化创业潜能，打造发展新引擎。由此，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家庭创业选

择、成因及其作用机制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界关于创业的研究由来已久，围绕家庭创业决策及其影响因素，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大致沿循

个体异质性和环境异质性两条线索展开。关于个体异质性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众多研究指出，工作经

历、财富、性别、人力资本、金融知识等方面的个体特质是解释创业动机的重要因素（张龙耀、张海宁，２０１３；［２］

尹志超等，２０１５［３］）。同时，创业决策除受投资者个人禀赋差异影响外，还依赖于个体冒险倾向、独立性、成就
动机等方面的认知和心理特征（Ｗｏｏｔ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４］这其中，又以风险感知和创业自我效能为关键因素
（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４；［５］Ｒｏｕ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６］）。环境异质性方面，学者们侧重于投资环境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并
聚焦在：一是社会信任，信任能够促进不同群体或成员间的信息交换，增强相互合作并组织创业团队（Ｚｏｌ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７］同时，基于社会信任的合作机制还能有效解决按时收款、质量保证、小额借贷等问题（Ｋｉｍ
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４），［８］从而有助于创业活动；二是政策制度，制度创新（姚海明、黄波，２００４）、［９］放松管制（Ｂｒａｎｓｔｅｔ
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１０］承担了政策导向作用，降低并简化创业成本和程序，进而激发创业动力；三是文化与地理
环境，文化传统通过长期积习形成的观念，对生活在不同国家或区域内的投资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Ｈｏ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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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１１］从而决定各经济体创业活力的差异（田园、王铮，２０１６）。［１２］

当前的理论进展更多地探讨了社会网络在家庭创业决策中的作用，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家庭创

业选择属于创业研究的前沿问题（李雪莲等，２０１５）。［１３］社会网络俗称“关系”，是中国社会架构的核心
模式（张爽等，２００７；［１４］赵剑治、陆铭，２００９［１５］）。实证上如何对其度量，国际主流社会学理论开发了
几套业界广为认可的测量工具，如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和 Ｍｉｎｔｅｎ（２００２）［１６］使用个体所拥有的关系数量和关系
类型度量商人之间的社会网络，Ｚｈａｎｇ和Ｌｉ（２００３）［１７］选取是否有家人在当地从政衡量家庭的网络强
度，Ｂｉａｎ（１９９７）［１８］则侧重于从个体与商人阶层、领导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纽带关系讨论网络构
成，Ｐｅｎｇ（２００４）［１９］讨论差序格局网络框架下的宗族网络和血缘关系。不过，和本文相关，从中国本土
独特的社会架构视角研究社会网络对个体行为影响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礼金支出、春节拜年、血

缘纽带、村庄内姓氏结构等若干指标。周晔馨等（２０１３）［２０］使用春节拜年人数、拜年对象来自多少个
职业衡量家庭层面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差异。马光荣、杨恩艳（２０１１）［２１］采用家庭与亲友间的礼品收支
金额作为网络的测量工具。郭云南等（２０１３）［２２］使用“家庭姓氏在村庄中所占人口比例”作为家庭宗
族网络的代理变量。柴时军（２０１７）［２３］基于ＣＨＦＳ数据中“婚丧嫁娶事务中礼金收支”和“春节、中秋
节等传统节日中红包收支”度量关系网络。另外还有是否有过政府部门工作经历、是否有过不同行业

企业工作经历以及社会交往广泛程度等（边燕杰、邱海雄，２０００）。［２４］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元素，社会网络影响着人们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孙永苑等，２０１６）。［２５］社
会网络如何影响家庭创业决策，文献给出了两种解释：其一，社会网络拓宽了居民家庭的信息渠道。

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网络的家庭，通过与网络成员间的互动交流，更易于捕获市场商机（Ｆｒａｎｃｉｓａｎｄ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２６］而且，嵌入关系网络之中的合作机制还能为潜在创业家庭提供相应知识、资源和
能力（边燕杰、邱海雄，２０００），［２４］或者更为直接的生意机会（蒋剑勇等，２０１４），［２７］从而激励其创业意
愿。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社会网络的“信息渠道假说”。其二，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业潜在

参与者的信贷约束，帮助其跨越从事创业所需的资金门槛，继而促进其参与创业。缺乏启动资金是阻

碍个体选择创业的主要障碍（张龙耀、张海宁，２０１３），［２］而依托亲友的社会网络作为个体拥有的重要
资源，是维系我国民间金融的核心机制（杨汝岱等，２０１１；［２８］孙永苑等，２０１６［２５］），能够提高个体在外
部金融市场的融资可得性（胡金焱、张博，２０１４），［２９］甚至直接提供资金支持（马光荣、杨恩艳，
２０１１）。［２１］文献将这一影响机制称为社会网络的“信贷约束假说”。总体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近年来
对于个体创业的社会网络效应展开了广泛讨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市场化在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影响中的作用：互补还是替代？既有文献并没有一个很好的

回答。经验研究对人们经济活动中社会网络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究竟是加强还是减弱莫衷一是：

（１）有文献支持“加强论”。赵剑治、陆铭（２００９）［１５］使用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基于回归模型夏普里值
分解方法研究社会网络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差异，发现

社会网络对提升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在东部地区都明显高于中西部。（２）更多的文献支持“减弱
论”。张爽等（２００７）［１４］借助樊纲等构造的“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采用社会网络与所属省份对应的
市场化指数的交互模型，发现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能显著减少贫困，但这种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趋于弱化。杨汝岱等（２０１１）［２８］关于农户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利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农村
金融调查数据，发现依托社会网络的农户民间借贷随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下降，这说明社会网络

对农户民间借贷可得性的边际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是逐渐减弱的。（３）也有文献既不支持“加强
论”，也不支持“减弱论”。孙永苑等（２０１６）［２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ＣＨＦＳ）考察家庭正规、非
正规信贷中社会网络的作用，发现市场化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在信贷获取概率、额度的决定方程中均

不显著，他们据此认为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的影响既没有被削弱，也没有得到强化。

其次，文献中“社会网络”的度量有待健全。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有研

究对其测度多采用粗线条层面某种具体表现的单项指标，这种单一的评判思维显然与社会网络的多

维性和综合性难以相称。除此之外，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前期研究还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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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的缺陷。事实上，社会网络不仅是家庭选择创业的前导，也可能是其结果（陈钦约，２００９），［３０］

即社会网络可能嵌入创业过程之中。个体可能为了谋求商业信息的获取、生意资源的发掘，有意识地

对自身积累或者可以借以利用的关系网络进行拓展和开发。忽视创业决策中社会网络“内生决定”的

实证考量，其结论可能存在估计偏误。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采用文献中通行的社会网络测度指标，并将着眼点深入到

差序格局网络框架之下多个细分维度的网络特征变量，尝试将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应用于调查数据，提
取公共因子（或子因子），构造一个综合、多维的社会网络（或子网络）指标。二是为有效解决家庭创业决

策中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干扰，利用工具变量“社区／村庄内其他家庭平均社会网络指数”，仔细处理创业
决策与社会网络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同时，本文的计量模型纳入了社区效应（可观测和不可观

测），通过社区编码对社区效应的控制以缓解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三是借助樊纲等构造的各省

份市场化指数，探讨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在促进家庭创业中与正式制度的关联：互补还是替代？相

应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促进创业机制设计中社会网络的角色定位与实施路径。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数据说明和分析变量构造；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包

括社会网络（子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社会网络的作用渠道检验、内生性讨论、市场化与社会

网络的交互作用；第四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数据样本和变量处理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２０１４年所进行的全国性大型调查项
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ＣＦＰＳ）。该项目始于２００８年，分别于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开展了６次调查。２０１４年度ＣＦＰＳ调查覆盖了全国２９
个省份约１８００个村庄（社区），整体样本容量为１３９４６个家庭，其中，城市样本６７３２户，农村样本７２１４
户。调查内容不仅涉及家庭成员的投资活动、收入状况、日常消费支出等基本信息，还包括家庭财富、

负债、人口结构、社会关系、人情往来等方面的内容。ＣＦＰＳ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样本信息量大，涵盖范围广，非常适用于对我国家庭创业决策问题的研究。

（二）分析变量

１．是否创业。ＣＦＰＳ问卷询问了“您家过去一年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如
果回答“是”，即认为该家庭参与了创业，赋值为１，反之，则赋值为０。但问题是，ＣＦＰＳ项目界定的创业仅
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有限公司，而没

有将农业内创业如大棚菜、养殖等纳入创业范畴。本文认为，这种忽视农户从事的和农林牧渔相关的商

业活动的创业界定存在一定的狭隘性。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本文希望就农村家庭创业提出一种更为宽泛

的界定标准，即只要实现原有生产升级、经营方式转换，以及非农领域的自我雇佣或建立新企业，均视为

创业。遗憾的是，ＣＦＰＳ缺乏农户具体经营的详细信息，我们无法将这种农业内创业家庭有效识别出来。
参照程郁、罗丹（２００９）［３１］的做法，将受访家庭过去一年纯农业收入超过１０万且上述问卷中回答为“否”
的农村家庭纳入创业范畴，①共识别出５１个农户家庭，本文通过手工整理重新处理了该项数据。

表１列出了调查样本中创业家庭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情况。② 总体来看，从事创业活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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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推测的创业样本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亦存在从事大棚菜种植、养殖农户的年纯收

入低于１０万元甚至亏损的情形，导致本文对创业家庭的测度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但这至少给出了下限估计，为后续在
数据可得情况下进行准确估计提供了参考。

本文对家庭所处地域的划分依照１９８６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同时结合２０００年国家制
定的西部大开发中优惠政策区域范围以及ＣＦＰＳ调查项目涵盖的省级行政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山
东、北京、辽宁、河北、天津、广东、海南、福建共１１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
安徽共８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贵州、广西、云南共１０省（直辖市、自治区）。



共有 １３６１户，占全部样本家庭的比例为 ９．７６％。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选择创业的家庭占比为
８７０％，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家庭比例的差异似乎不大。结合创业家庭
城乡分布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城市家庭从事创业的比例为１１．４８％，而农村家庭仅为８．１５％，
城市的创业活力明显高于农村；二是分区域考察城乡分布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创业家庭比

分别较农村高出０．７７％、２．９４％和８．２１％，说明城乡创业参与上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西部地区，中部
次之，东部最小。

表１ 创业家庭分布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

城市 农村 合计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东部 ３７０ １０．３２ ２４４ ９．５５ ６１４ １０．００
中部 ２３１ １１．９１ １９１ ８．９７ ４２２ １０．３７
西部 １７２ １４．２６ １５３ ６．０５ ３２５ ８．７０
合计 ７７３ １１．４８ ５８８ ８．１５ １３６１ ９．７６

２．社会网络。如引言所述，本文沿用文献中通行的社会网络测度指标，并将着眼点深入到差序格
局网络框架之下多维细分的网络特征变量。本文选取ＣＦＰＳ问卷中“亲戚交往联络频率”度量亲缘网
络，选取“邻里和睦程度”度量邻里网络，选取家庭日常支出①中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外出就餐费用占

比、邮电交通费占比度量社交网络。社交类支出之所以放弃绝对值，主要是考虑到这类支出差异可能

与家庭贫富水平相关，②在调查样本中以社交支出占家庭日常支出的比例来代理社交网络，在不富裕

的家庭和富裕的家庭都很适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组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与交叉。为

避免多元变量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尝试将主成分分析法（ＰＣＡ）应用于调查数据，提取公共因
子（或子因子），构造一个综合、多维的社会网络（或子网络）指标。具体做法是，将日常支出中文化娱

乐支出比、外出就餐费用比、邮电交通费占比、亲戚交往频率、邻里和睦程度数据标准化变换，构造样

本标准阵Ｚ：

Ｚｉｊ＝
ｘｉｊ－珋ｘｊ
ｓｊ

（１）

其中，珋ｘｊ＝
１
ｎΣ

ｎ
ｉ＝１ｘｉｊ，ｓｊ＝

１
ｎ－１Σ

ｎ
ｉ＝１（ｘｉｊ－珋ｘｊ）槡

２，ｉ＝１，２，…，ｎ；ｊ＝１，２，…，５。

式（１）中，ｉ，ｊ为样本量和变量数。对 Ｚｉｊ统计量按特征方程 Ｒ－λＩ５ ＝０进一步求解相关矩阵 Ｒ
的特征根。为使原始信息保留８０％以上，构建如下约束条件：

∑ｍ
ｊ＝１λｊ／∑

ｐ
ｊ＝１λｊ≥０．８０ （２）

据式（２）确定ｍ个主成分（其中，ｐ＝５，ｍ≤ｐ），并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主成分加权
求和，即得家庭“社会网络”的综合指数。类似地，在子网络的构造上，对社交网络的测度选取“文化娱

乐支出比”“外出就餐费用比”“邮电交通费占比”三组数据，通过提取主成分的方法来构造，而对亲缘

网络、邻里网络的度量则直接使用原始数据赋值。

３．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根据ＣＦＰＳ问卷及回答数据构建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性
格、人力资本和家庭规模）和社区特征变量两类。由于个体的性格特征可能是参与创业和广泛社会网

络的共同原因，本文选取“家居的整洁程度”“受访者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受访者对调查的疑虑”“受

访者对调查的兴趣”“访问过程中，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急于结束调查”，分别反映个体的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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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常支出包括伙食费、水电煤气费、日用品、交通费、文化娱乐支出、人情支出等，不包含住房扩建、装修、耐用

品等偶然性大额支出项目。

家庭社交支出可能部分反映了家庭的富裕程度，比如不富裕的人比富裕的人支出更少的娱乐、交通、就餐等

费用，却可能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这说明社交支出本身并不完全反映家庭社交网络的广泛程度。



性、顺从性、审慎性、开放性和热情性的性格特征，按调查人员的主观评判从１～７赋值。人力资本可
能反映了其他产生或维持创业选择的某种机制，如健康、智力、语言能力，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受访者

的健康状况”“受访者的智力水平”和“受访者的普通话熟练程度”。除此之外，与 ＣＦＰＳ的调查一致，
对家庭规模的测度以同灶吃饭人数赋值。根据家庭创业参与的背景风险、文化与地理环境等传统解

释，本文也构造了相应的社区特征变量，包括社区／村庄编码、所在省份人均 ＧＤＰ自然对数值和所在
地域（按东部、中部、西部划分，以虚拟变量赋值）。

表２列出了主要变量的说明和相应统计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居民创业参与程度不高，整体样本
中约有９．７６％的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社会网络方面，样本居民亲戚交往联络频率、邻里和睦程度平均
评价为３．３７和３．５６，分别介于偶尔交往与经常交往、关系一般与比较和睦之间，而通过提取主成分测
得社会网络、子网络（社交类）指标值平均为０．８５４和０．２０５。样本居民基本上是相对开放和热情的，
这反映在对“调查的兴趣”和“急于结束调查的程度”的看法均值分别为５．４３和２．３５。他们的审慎性
程度较弱，而顺从性、智力水平和健康状况均较好。受访样本中家庭规模（同灶吃饭）最少１人，最多
１７人，平均为３．６８人。样本在地区间的抽样比较均匀，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样本分布分别为６１４２户、
４０６９户和３７３５户，占整体样本的比例分别为４４．０４％、２９．１８％和２６．７８％。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是否创业 １３９４６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７ ０ １ 二值虚拟变量

社会网络 １３０５９ ０．８５４ ０．８４３ －０．５２２ １０．５４６ 指数赋值

子网络（亲缘类） １３３９１ ３．３７２ ０．８６６ １ ４ 亲戚交往联络频率（４分制）
子网络（邻里类） １３９４６ ３．５５９ １．６６０ １ ５ 邻里和睦程度 （５分制）
子网络（社交类） １３０６７ ０．２０５ ０．６９７ －０．３７５ ９．４２５ 指数赋值

家庭规模（同灶吃饭） １３９４６ ３．６７５ １．８４４ １ １７ 人

人力资本：健康状况 １３３９８ ５．６４７ １．１４５ １ ７ 受访者的健康状况

人力资本：智力水平 １３９３７ ５．５８０ １．１３９ １ ７ 受访者的智力水平

人力资本：语言表达 １３４０５ ３．０４６ １．６４６ １ ７ 受访者的普通话熟练程度

性格特征：条理性 １３４０５ ４．５３４ １．３８０ １ ７ 家居的整洁程度

性格特征：顺从性 １３４０５ ５．８２０ １．１０９ １ ７ 受访者对调查的配合程度

性格特征：审慎性 １３４０５ ２．４４１ １．６７１ １ ７ 受访者对调查的疑虑程度

性格特征：开放性 １３９４６ ５．４３０ １．３５０ １ ７ 受访者对调查的兴趣程度

性格特征：热情性 １３４０５ ２．３４７ １．６８５ １ ７ 受访者急于结束调查的程度

地域：东部地区 １３９４６ ０．４４０ ０．４９６ ０ １ 家庭位于东部

地域：中部地区 １３９４６ ０．２９２ ０．４５５ ０ １ 家庭位于中部

地域：西部地区 １３９４６ ０．２６８ ０．４４３ ０ １ 家庭位于西部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社会网络与创业参与

本文所关心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值（０－１）虚拟变量，因此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家庭创业参与的社会
网络影响进行估计。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ｖ＝＋β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γＸｉｖ＋λｖ＋εｉｖ （３）
式（３）中，εｉｖ～Ｎ（０，σ

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ｖ为家庭创业变量，“是”则赋值为１，反之为０。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
为家庭社会网络（或子网络）变量，Ｘｉｖ为性格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规模等个体特征变量的向量，λｖ代
表系列社区特征变量，包括社区／村庄编码、所在省份人均 ＧＤＰ自然对数值和所在地域，εｉｖ是回归方
程的扰动项。

表３列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影响的估计结果。第（１）列使用综合指数考察社会网络对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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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选择的影响，发现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提高了其从事创业的概率，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进一步地，在创业参与决策方程中使用子网络来替代社会网络综合指数，考察亲缘网络、邻里

网络、社交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差异。如表３第（２）列所示，亲缘网络、社交网络均有助于促进
家庭创业，而邻里网络虽然对家庭是否创业的影响符号为正，但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上不存在统计上的
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邻里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更多的表现在情感沟通或精神

鼓励，也包括日常生活用品的互为拆借，甚至日常支出受困时的小额借贷，而创业参与作为高风险的

生产性经营活动，在资金支持、信息传递、互助合作等关键事务中可能与家庭拥有的亲缘网络和社交

网络存在更为直接的关联。

接着考察社会网络影响家庭创业选择的城乡差异，本文分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对家庭创业参与

决策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３第（３）～（４）列和第（５）～（６）列。发现不管是农村
样本，还是城市样本，社会网络变量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从城市样本
和农村样本回归系数的对比来看，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要高于城市家庭，子网络

的回归结果也有类似的结论，亲缘网络、社交网络对农村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促进作用都明显高于城

市家庭，而邻里网络的影响在全样本、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虽不显著，但回归系数本身在城乡对比

中与社会网络综合指数的结论是一致的。怎样看待家庭创业参与中社会网络在农村发挥的作用更

大？对此的解释是：缓解金融约束是社会网络促进创业的主要机制之一，而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格局

使得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从事自主创业之初面临的金融约束不尽相同。依托亲友的社会网络作为

民间金融的一个重要载体，很明显在创业过程中对金融约束程度更高的农村家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

作用。

本文其他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如下：家庭同灶吃饭人数越多，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概率越高。这

可能并不意味着家庭规模是因，选择创业是果，而只是更多的家庭成员数本身就导致该家庭更高的创

业参与概率。户主更好的健康状况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家庭选择创业，而智力水平对促进家庭创

业在全样本、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中均不存在显著影响。性格特征方面，条理性越好，家庭越有可能

从事创业活动，审慎性越强，则降低了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条理性体现了个体处理工

作计划、目标和具体事务的秩序和条理，这种人格特征有利于其设定奋斗目标，并激发其创业动机；而

审慎性反映的是个体采取具体行动前过度小心、疑虑的心理状态，户主越是审慎，家庭可能越不愿意

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活动。

表３ 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社会网络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０５３）
子网络

（亲缘类）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９４０

（０．０３３９）
子网络

（邻里类）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９３）

子网络

（社交类）

０．３０７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２３３７

（０．０２４５）
０．５９２４

（０．０４９３）
家庭规模

（同灶吃饭）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１０１９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１１９）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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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智力水平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４）

人力资本：

语言表达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７）

性格特征：

条理性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１８６）
性格特征：

顺从性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３１８）

性格特征：

审慎性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６）

性格特征：

开放性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２４９）

性格特征：

热情性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７９）

社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５１８ ０．１４９９ ０．１５０１ ０．１４８２ ０．１７０１ ０．１７２０
观测值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０５７ ６１６７ ６１６７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注：省略的社区特征变量包括社区／村庄编码、所在省份人均ＧＤＰ自然对数值、所在地区（东部、中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二）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

步的问题是，社会网络是如何影响家庭创业决策的？理论上，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和知识分享的功

能（Ｆｒａｎｃｉ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２６］拥有广泛社会网络的家庭，通过与网络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帮助潜
在创业者接触并获取丰富的商业信息和知识，从而激励其创业意愿并促进家庭参与创业。为了检验

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行为中信息获取机制的存在性，本文根据ＣＦＰＳ问卷选取“过去一年里，您家通讯
支出（包括邮寄、手机、座机、上网等）”来衡量家庭信息交流情况。通讯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家庭

信息获取的宽泛程度（郭士祺、梁平汉，２０１４），［３２］通讯支出越多，家庭的信息渠道及因此而获得的信
息可能越多。为了使该指标对农村和城市家庭都适用，本文采用通讯支出除以家庭日常支出的比值

作为家庭信息渠道的代理变量。按照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３］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原理，本文
通过如下方程来识别社会网络影响家庭创业的信息获取机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ｕｍｉｖ＝＋β１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γＸｉｖ＋λｖ＋εｉｖ （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ｖ＝＋β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β３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ｕｍｉｖ＋γＸｉｖ＋λｖ＋εｉｖ （５）
式（４）、（５）中，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ｕｍｉｖ表示家庭信息渠道变量，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式（３）相同。若信息渠道

的中介作用存在，回归系数β１，β２，β３须同时满足：第一，式（４）中β１显著，说明信息渠道（中介变量）
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相关性；第二，式（５）中β３显著，且式（５）中β２较式（３）中原有的β值变小，说明
信息渠道有助于帮助社会网络来预测家庭的创业选择。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２）列所示。
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通讯支出比的影响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越
广泛，其日常支出中通讯支出占比越高。第（２）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创业决策方程中通讯支出比
的影响尽管符号为正，但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表明社会网络作用家庭创业参与的信息渠道假

说不能完全成立。虽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即从事自主创业的家庭，其通讯支出比会更高，

不过这一内生性干扰并不影响结论的有效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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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信息渠道和创业参与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成立，且社会网络能够借助信息交流促进家庭创业，则会导致信

息渠道变量表现出更强的显著性影响。然而实则未然，这意味着ＣＦＰＳ数据并不支持“信息渠道假说”。



表４ 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机制：信息渠道和信贷支持

变量

因变量

通讯支出比 创业决策 借款被拒 民间借款 创业决策 创业决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ＬＳ估计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Ｔｏｂｉｔ估计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社会网络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８１１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０３４）

通讯支出比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４）

借款被拒
－０．１８７７

（０．０３４９）

民间借款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４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ｊｄＲ２／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０２４ ０．１５２３ ０．２１９６ ０．２０９２ ０．１５５２ ０．１５９９
观测值 １２５７８ １２５７８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０５７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组合同表３，限于篇幅未予列出，下表同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网络促进家庭创业的另一重要渠道是它可以改善家庭的

信贷约束。众多研究表明，依托亲友的社会网络是维系我国民间金融的重要载体，能够提高个体在外

部金融市场的融资可得性，从而帮助潜在创业者成功跨越从事创业所需的资金门槛，促进其参与创

业。那么，社会网络是否能够通过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继而促进家庭参与创业呢？表４对此进行了
进一步检验。ＣＦＰＳ调查问卷询问了家庭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您家通过亲戚、朋友等民间借贷
等途径借到的款项总额”和“您家是否有过民间借款被拒经历”。同样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

家庭创业参与决定方程中加入借款被拒虚拟变量、民间借款变量，相应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３）～（６）
所示。发现广泛的社会网络减少了民间借款被拒概率，并提高了民间借款的总额，估计系数分别在

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家庭创业参与决策中，借款被拒、民间借款分别对参与创业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和正向影响，同时在控制借款被拒／民间借款变量后，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都发生了
较大变化，说明广泛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增加（减少）家庭民间借款（借款被拒），进而降低信贷约束对

从事自主创业的抑制作用来促进家庭创业参与。至此，“社会网络→信贷支持→创业参与”的作用机
制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三）内生性问题

上述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实证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干扰。事实

上，社会网络不仅是家庭选择创业的前导，也可能是其结果，即社会网络可能嵌入创业过程之中。个

体可能为了谋求商业信息的获取、生意资源的发掘，有意识地对自身积累或者可以借以利用的关系网

络进行拓展和开发。忽视创业决策中社会网络“内生决定”的实证考量，可能导致前文中 β参数值被
错误估计。为有效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社区／村庄内其他家庭平均社会网络指
数”仔细处理家庭创业决策与社会网络间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问题。具体做法是，根据 ＣＦＰＳ问卷对
社区或村庄的编码，计算同属一个社区或村庄的样本家庭中剔除自家外的社会网络评价值，作为该样

本家庭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

之所以选用“社区／村庄内其他家庭平均社会网络指数”，主要考虑如下两点：一是社会网络本身
存在一定的互动性，而且在中国人情社会，社区或村庄内的宗族、邻里和社交关系是家庭社会网络架

构的起源和重要纽带，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二是剔除自家后的社区／村庄平均社会网络指数与该样
本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家庭创业参与决策很难反作用于社区／村庄内其他家
庭的平均社会网络值，即在创业决策方程中这一变量具有外生性。表５列出了创业参与决策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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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效应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全样本和农村子样本中Ｗａｌｄ内生性检验在１０％的置
信水平下无法拒绝社会网络是内生变量的原假设，城市子样本两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中 Ｗａｌｄ统计值对
应ｐ值分别为０．１０５１和０．１３９８，比较接近１０％的临界值。六组回归方程中工具变量ｔ值均在１％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家庭社会网络与社区／村庄内其他家庭平均社会网络息息相关，所以排除
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从二阶段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无论使用哪一种控制变量组合，社会网络在全样本、城
市子样本和农村子样本中均至少在５％的水平下对家庭创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与表３相应的结果
对比后发现，尽管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ｚ统计值相对收敛，社会网络变量对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保持
显著，且回归系数更大。考虑到家庭社会网络评价值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波动（见表２），我们认为工
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在直观上与现实更为接近，显著性水平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准回归中社会

网络与创业参与之间逆向因果或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综上，即使考虑了潜在内

生性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以及人力资本、性格特征、社区／村庄层面不可观测的一系列因素，“家庭拥
有的社会网络越广泛，其从事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越大”的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５ 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变量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社会网络
０．２４７１

（０．０７７０）
０．２８７２

（０．０７８０）
０．１３２４

（０．０５５９）
０．１９９９

（０．０９７６）
０．４８９２

（０．２４３３）
０．４８１５

（０．２４１４）
其他控制变量Ｘ１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Ｘ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ｊｄＲ２ ０．１８０６ ０．１８２２ ０．２２８８ ０．２３１０ ０．０９１６ ０．１１３４
一阶段Ｆ值 ２６０．３０ １８２．４７ １６６．９０ １１７．３１ ６２．２０ ５４．７１
工具变量ｔ值 ４．４３ ４．５２ ３．１４ ３．１０ ４．７７ ５．１２
Ｗａｌｄ内生性检验

（ｐ值）
３．７４

（０．０５３１）
３．０７

（０．０７９９）
２．６３

（０．１０５１）
２．１８

（０．１３９８）
７．５７

（０．０１０６）
６．７５

（０．０１０９）
观测值 １０５８８ １０５８８ ５０３４ ５０３４ ５４６１ ５４６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Ｘ１包括了家庭规模、健康状况、智力水平、语言
表达、条理性、顺从性、审慎性、开放性、热情性等个体特征变量，Ｘ２加入了社区／村庄编码、所在省份人均 ＧＤＰ自然对
数值、所在地域等社区特征变量

（四）市场化在关系对家庭创业影响中的作用：促进还是替代？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家庭创业所依赖的正规制度体系和非正规的关系体系并存。上述

实证分析表明，以亲缘、邻里、社交度量的社会网络综合指标，有助于促进家庭参与创业。这种积极作

用既不受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异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干扰，也不体现创业决策反向作

用家庭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随着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社会网络作

为非正规制度体系的主要载体以及传统经济模式下资源配置的重要组织方式，对家庭参与创业影响

的这种贡献是得到加强还是减弱？经验研究对人们经济活动中社会网络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究竟是

加强还是减弱，现有文献已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所构建的理性法制体系导致家

庭创业中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减弱，它能够逐步替代传统经济机制中非正规的关系体系所具有的职

能（张爽等，２００７；［１４］杨汝岱等，２０１１［２８］）；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市场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市场，社会关系网络的积累可能嵌入其中以攫取更高的利益，因此市场化反而促进

了社会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赵剑治、陆铭，２００９）。［１５］为了探究市场化在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影响
中的作用是替代还是促进，本文在回归中引入省级市场化指数及其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相应的计量

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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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ｖ＝β１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β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ｉｖ×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ｖ＋β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ｖ＋γＸｉｖ＋λｖ＋εｉｖ （６）
式（６）中，εｉｖ～Ｎ（０，σ

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ｖ表示家庭是否创业变量，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ｖ为家庭所在省份市场化
指数，①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式（３）相同。式（６）中，我们将社会网络、市场化指数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为考
察重点，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得到了对于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标准误的估计，结果见表６。

研究发现，在引入市场化指数及其与家庭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后，社会网络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

性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说明市场化指数的控制对模型的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或者说，市场化的发

展在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影响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市场化指数对家庭是否参与创业的影响在全样

本、城市子样本和农村子样本中均正向显著，意味着家庭所在省份市场化水平越高，家庭越有可能参

与创业，市场化提升了该区域经济体创业参与的活跃程度。对于本文所关心的家庭创业决策方程中

市场化指数与家庭社会网络交互项的影响，我们能够从表６中交互项的符号和显著性来发现市场化
的发展是如何影响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作用的。交互项在全样本、农村子样本以及普通 Ｐｒｏｂｉｔ的
城市子样本中对家庭是否从事自主创业的影响均负向显著，城市家庭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中交互项的
影响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估计系数的符号与其余五列保持一致。这说明家庭所在省份市场

化水平越高，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参与的作用越小。换言之，社会网络在社会化不发达的地区对家庭

创业活动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依托于亲友的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部分替代了正式制

度的职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结论与前文中基于城乡差异的回归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表６ 市场化在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影响中的作用：促进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变量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社会网络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８１０７

（０．３７１０）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５００４

（０．２１７６）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１９３）
１．３５２６

（０．６３５９）
社会网络×
市场化指数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９１）

市场化指数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１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ＡｊｄＲ２ ０．１５４０ ０．１９４５ ０．１５１５ ０．２９５６ ０．１７０３ ０．１９４２
一阶段Ｆ值 ３０７．６８ ２３５．７４ １３６．４７
工具变量ｔ值 １３．３０ ８．３６ ８．７９
Ｗａｌｄ内生性检验

（ｐ值）
３．７７

（０．０５２１）
２．５７

（０．１０９０）
６．７９

（０．００８３）
观测值 １３０５７ １０５８８ ６１６７ ５０３４ ６７８０ ５４６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结论

借助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９省份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在统一框架下验证了
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提升了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其对农村

家庭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要高于城市家庭。分类型看，亲缘网络、社交网络均有助于促进家庭创业，

而家庭创业决策中依托邻里网络的作用机制并不成立。进一步地，在影响渠道检验中发现，社会网络

可以通过改善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参与创业。通过引入市场化指数及其与家庭社会网络的交互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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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市场化水平的度量采用文献中通行的樊纲等构造的“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评价标准。该标准系统评价

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并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共发布了６版数据，本文选用的是２００９版市场化指数数据。



项，发现社会网络在市场化越不发达的地区对家庭创业的边际影响更大，这说明作为一种非正式制

度，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体系的不足。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可预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此背景下，从

民众内部关系架构出发，深刻剖析个体创业参与的成因、影响机制，继而更好地激发民众创业意愿，事

关新一届政府努力推行“双创”体制机制改革的顺利实现。在当前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经济新常态阶

段，依托亲友的社会网络扮演了与正式制度体系有益的互补角色。在政策上，一方面，政府应全方位、

多层次地引导和扶持外部网络渠道建设，尤其重点探寻在特定的人际网络和地域范围内，构建合作性

网络组织，促进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在监管可控约束前提下，以提升创

业意愿和改善创业环境为导向，完善促进创业的民间金融网络架构，以及网络间非正式资金融通和信

用担保机制，释放和培育本土化创业潜力，助力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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