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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从财政支农投入中受益更多？
———基于资金结构差异与农户人力资本差异双重视角

赵为民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将财政支农与农民人力资本相联系，研究两类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异质性
效应。研究发现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相关的财政支农资金，受益大的群体是高人力资本农民群体，与农村公

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变化点，即当农民人力资本水平低于ｅ
α
β时，该

类资金仍然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高的农民，当农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ｅ
α
β时，则低人力资本的农民从该类资金

中受益更大。基于微观入户调查数据的双重差分研究证实，当基础公共服务类支出／生产类基础设施支出的
比值增加一个点，初中以下水平的农户将比初中水平以上的农户，其年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多受益８０７元，高中
水平以下的农户将比高中水平以上的农户多受益５２０元，考虑到低收入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经
营，因此偏向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结构对低收入农户则更为重要。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政策、

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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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和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其中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投入功不

可没，庞大的财政支农资金为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提高农业综合实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这其中如何有效增加

农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所在。当前财政支农政策

未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收入，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处于历史高位的同时，农民

内部收入差距也呈逐渐扩大之势，１９８５～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从０２１增加到了０３５①，
２０１１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正在逼近０４的国际警戒线，因此解决农民收入差距扩
大，有效提升农村中贫困人口的收入，已成为新时期财政支农政策研究的重点和关键。基于当前的现

实，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提高财政支农的精准性和针对性，使农村中的贫困

人群以及靠单纯务农的小农户成为财政扶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基于此重新校正和修改中国的财

政支农政策。

其实数字背后的现象，揭示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随着中国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加

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身份复杂化，农户生产经

营方式也日趋分化，高度依赖资本、科技，采取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仍然采用

人力、畜力、手工工具进行传统生产的农民并存。中国农民已从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逐渐演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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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不同资源，收入差距扩大，享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钟甫宁，２００８）［１］。由于农民的角色分化，财
政支农政策必然会对不同角色的农民产生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不同角色的农民对同样的资金支持

可能受益悬殊。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事实，提示我们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并没有实现

“劫富济贫”，农民收入存在“马太效应”。但是目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主要关注于财政支农对农民

总体收入的影响，以及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程度的忽视了财政支农对不同角色农民收入的异

质性作用导致的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就当前财政支农政策对不同角色农民的

收入影响和分配机理展开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

农民群体的角色分类有多种观察维度，其中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差异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

标准，也是农民角色分化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正是农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拥有的不同水平，导致农

民在收入来源、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异（Ｇｉｌｌｉｓ、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８７）［２］，任何外来的政策刺激
因素作用于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必然具有不同的冲击效果。为了深入分析财政支农对不同人力资本

农民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根据财政支农资金的作用方式和作用途径的不同，抽象出两类不同性质的

财政支农资金，一类是与农业生产经营挂钩的资金，如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产品价格补贴

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另一类是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资金，如用于道路、水、电、煤气、

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用途的资金。第一类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第二类财政

资金能够有效的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由于这两类财政资金的实现目标、作用方式和途径迥异，因此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差异性，所以研究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分配效应，应该建立在两

个分类的基础上：一是对农民角色的分类，即基于农民人力资本差异，把农民分为高人力资本群体和

低人力资本群体；另一个分类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分类，即基于支农资金性质的不同，把财政资金分为

与农业生产经营挂钩的资金和与农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资金，以上的分类研究有利于我们深

入理解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

财政支农政策。

本文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其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通过构造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数

理模型，详细考察了两类不同的财政支农资金对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农民的收入影响，并对二者的关系

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第一，与农业生产经营挂钩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的收入有正向影

响，但是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从中受益程度并不均等，人力资本高的农民是主要受益者；第二，与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资金，对农民的收入也有正向影响，但是该类资金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非线

性关系，即当农民现有人力资本水平都低于ｅ
α
β（α、β分别为Ｃ－Ｄ生产函数中农业生产投入的产出弹

性以及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时，该类资金仍然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户；当农民现有

人力资本水平都高于ｅ
α
β时，则低人力资本的农民从中受益更大。实证研究发现：尽管教育水平对农业

生产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由于不同的财政投入偏向而具有异质性，村级财政

投入如果从偏向生产基础设施转变为偏向公共服务提供时，低学历农户相对高学历农户从中受益更

多。具体来说，当基础公共服务类支出／生产类基础设施支出的比值增加一个点，初中以下水平的农
户将比初中水平以上的农户，其年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多受益８０７元，高中水平以下的农户将比高中水
平以上的农户多受益５２０元。当前中国农村中，收入越低的家庭，其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同时其收入
来源越单一，更加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①。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加大农村公

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这将为农村中最低收入群体带来双重利好：在有效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从而

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更是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考虑到农村贫困人口其收入主要来

源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我们的研究结论为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以及有效促进农村中贫困群

体的收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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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结论的数据来源于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样本，具体参见本文第四部分（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二、文献综述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１）［３］和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１）［４］从理论上证明了财政支农投入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替代
和互补两种关系，当财政投入导致农民生产边际效率增加，就会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投入，财政投入与

农民收入增长表现为互补关系，反之由于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表现为替代

关系，Ｋｏｍｅｎｄｉ（１９８３）［５］，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５）［６］，Ａｈｍａｄ（１９８６）［７］，分别基于美国和英国的实证研究验证
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均有可能存在。我国财政支农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总体呈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

互补关系，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在０１～０５之间（康书生等，２０１０）［８］，并且两者
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王敏、潘勇辉，２００７）［９］。

但是不同类型的资金投入其效果并不具有一致性，价格支持这类政策不能为农民尤其是最穷

的农民提供长期的收入保障，由于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而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从长期看，政策的

收益被土地所有者获得（Ｗｉｎｔｅｒｓ，２０００）［１０］，因此只要是与生产相关的补贴最终都转为土地价格，
表现为地租的上升和投资与经营成本的提升，因此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

径（ＧａｒｄｎｅｒＢｒｕｃｅ，２００２）［１１］。罗东、矫健（２０１４）［１２］实证发现，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存在负
相关关系，其他支出为正相关关系，而且农业四项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作用最为显著。沈坤荣、

张瞡（２００７）［１３］格兰杰方法检验了不同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来源的影响，发现与农民生产经
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小，而农业科研和福利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樊胜根

等（２００２）［１４］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的效果，政府在农业研发、灌溉、教育和基
础设施领域的投入，有助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提升。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必须通过中介

变量发挥传导作用。从财政支农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看，当年的农业财政支出对本年度第一产业

发展无影响，但对下一年度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之后影响逐年减弱，即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只具有

短期效应（孙文祥、蔡方，２００５）［１５］。
不同群体的农民财政支农资金对其收入分配效应也不一致，ＫｅｎＡｓｈ（２００６）［１６］实证研究发现，美

国２５％的农场主平均获得了８９％的财政补贴，这一数字在加拿大和英国分别为７５％和７０％，这与
ＯＥＣＤ（１９９９）［１７］年的报告一致，由于欧洲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大多数与农业生产挂钩，因此发达国家
的农业补贴政策受益最大的是大农场，小农户受益很小，欧盟国家最大的１７％的农场获得了补贴的
５０％。因此大多数西方的农业政策研究文献认为发达国家现行的农业补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扩大
了农民的收入差距，Ｂｒａｕｎ（２００５）［１８］估计欧盟和美国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支持系数分别是 ０７４和
０９８，对农户的直接收入补贴基尼系数也高达０５６和０６１。

中国的学者对该问题也进行了分析研究，黄季等（２０１１）［１９］利用６省份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所
获得的１０００多户农户数据，通过对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得
到了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并且补贴并没有扭曲市场，对粮食生产和农资投入没

有产生影响。但是钟甫宁（２００８）［１］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认为，由于农民角色分化，农业税减免和粮
食直补更有利于拥有土地和资本多的农民，不利于主要靠劳动获得收入的农民，财政支农投入扩大了

农民的收入差距。张玉梅，陈志钢（２０１５）［２０］利用贵州省３个行政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政府实施的惠农政策如果是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则能有效帮助低收入组农民脱贫促进

收入平等，但是间接影响较小，即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进而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效果不明

显。万海远等（２０１５）［２１］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支农资金对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农产品加工两类不同
群体的收入增长效应，由于地方政府亲生产性支出的偏好，导致基本建设性类支出比例过高，而该类

支出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弹性更大，从而财政资金对高收入农户更加有利。

实际上，农民的自身素质即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收入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任何外来的政策刺

激因素作用于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必然具有不同的冲击效果。现有的围绕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收入

影响的研究，大多数着重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整体影响，特别是忽视了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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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难以深入理解和把握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

农民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通过构造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数理模型，详细考察了两类不同的财

政支农资金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民的收入作用和影响机理，并通过实证予以检验。

三、理论分析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中国规模庞大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有着怎样的

影响，何种农民群体从中受益最大，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农民的收入差距？想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基

于农民角色分化这一事实，厘清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对不同农民群体的收入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

财政支农支出是财政对农业、农村、农民投入的资金总和，涉及到众多预算科目，但是我们根据财政支

农资金的不同用途，可将财政支农资金分为二大类：第一类是与农业生产经营挂钩的财政资金，主要

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产品价格补贴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补贴，这类资金对农业生产经营起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类是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资金，如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扶贫等

用途的资金，这类资金对农民的人力资本起着重要的提升作用。近年来，中国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财政

支农的投入力度，上述两类财政资金投入逐年递增，如图１所示①。

因为两类财政资金其作用方式和作用目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下面基于农民人力资本差异性

视角，研究两类财政支农资金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影响机理。

（一）与农业生产挂钩的财政资金

假设农户家庭的总收入为：Ｓ＝ｐｆ（ｘ，ｇ１）－ｗｘ。其中，Ｓ为总收入，ｐ为农作物价格，ｆ（ｘ，ｇ１）为农户
的农业生产经营函数，ｘ为生产投入（劳动、化肥、机械等），ｇ１为政府提供的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农
田水利，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ｗ为生产资料价格，ｆ（ｘ，ｇ１）设为 Ｃ－Ｄ生产函数，即 ｆ（ｘ，ｇ１）＝
Ａｘαｇβ１，（α＋β＝１），Ａ为全要素生产率，这里代表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

首先假设ｐ、Ａ、ｇ１、ｗ均为外生变量，则农户的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
ｘ
［ｐＡｘαｇβ１－ｗｘ］

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ｄｙ
ｄｘ＝αｐＡｘ

α－１ｇβ１－ｗ＝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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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财政统计年鉴。



根据（１）式解出农民最优的生产投入：ｘ ＝ｇ１（
ｗ
αｐＡ
）
１
α－１，下面考察当政府的财政资金分别投入到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产品价格补贴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根据包络定理有：

ｓ

ｇ１
＝ｐｆｇ（ｘ，ｇ１）＝Ａ

１
１－αｐβ（ｗａｐ）

α
α－１ （２）

ｓ

ｐ
＝ｆ（ｘ，ｇ１）＝Ａ

１
１－α（

ｗ
αｐ
）
α
α－１ｇ１ （３）

ｓ

（－ｗ）
①＝ｘ ＝Ａ

１
１－α（

ｗ
αｐ
）
１
α－１ｇ１ （４）

由各参数的意义，可知（２）、（３）、（４）均大于零，因此政府采取提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产品价
格补贴以及农业生产资料补贴三种财政支农投入手段，均能提高农户的收入。但是不同的人力资本

水平，其效果并不一样。设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ＡＨ，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ＡＬ，且ＡＨ＞ＡＬ＞０，因为
１
１－α

＞１，因此
ｓＨ
ｇ１
＞
ｓＬ
ｇ１
，
ｓＨ
ｐ
＞
ｓＬ
ｐ
，
ｓＨ
（－ｗ）

＞
ｓＬ
（－ｗ）

，人力资本水平相对

较高的农户，从这三类财政支农投入中的受益更大。

（二）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的财政资金

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类资金ｇ２将会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即农民人力资本Ｈ＝Ｈ（ｇ２），且
Ｈ（ｇ２）＞０，Ｈ′（ｇ２）＞０。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影响其农业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 Ａ，因
此有Ａ＝ａ（Ｈ），且ａ（Ｈ）＞０，ａ′（Ｈ）＞０，ａ″（Ｈ）＜０，则Ａ＝ａ（Ｈ（ｇ２））＝Ａ（ｇ２），并有Ａ（ｇ２）＞０，Ａ′（ｇ２）
＞０，Ａ″（ｇ２）＜０。下面具体分析ｇ２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户家庭总收入为：ｓ＝ｐｆ（ｘ，ｇ１，ｇ２）－ｗｘ＝ｐＡ（ｇ２）ｘαｇβ１－ｗｘ
其中ｇ２为政府投入于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资金，由一阶条件，农民选择最优的生产

投入：ｘ ＝ｇ１（
ｗ

αｐＡ（ｇ２）
）
１
α－１，根据包络定理：

ｓ

ｇ２
＝ｐｆｇ２（ｘ

，ｇ１，ｇ２）＝ｐＡ′（ｇ２）Ａ（ｇ２）
α
１－α（

ｗ
αｐ
）
α
α－１ｇ１＝ｐｆ（ｇ２）（

ｗ
αｐ
）
α
α－１ｇ１ （５）

其中ｆ（ｇ２）＝Ａ′（ｇ２）Ａ（ｇ２）
α
１－α，

根据参数的意义可知（５）式大于零，即增加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投入，同样都会促进农民
收入提高。

设ａ（Ｈ）的具体形式为ｌｎ（Ｈ），则Ａ（ｇ２）＝ｌｎ（Ｈ（ｇ２）），Ｈ（ｇ２）＞１，我们进一步考察该类财政投入
对高人力资本的农户ＨＨ＝Ｈ（ｇ２Ｈ）和低人力资本的农户ＨＬ＝Ｈ（ｇ２Ｌ）的收入促进作用，因为：

ｄ（ｓ


ｇ２
）

ｄｇ２
＝ｐｇ１（

ｗ
αｐ
）
α
α－１ｆ′（ｇ２） （６）

由ｆ（ｇ２）＝
Ｈ′（ｇ２）
Ｈ（ｇ２）

（ｌｎ（Ｈ（ｇ２）））
α
１－α，可知：

ｆ′（ｇ２）＝
Ｈ″（ｇ２）Ｈ（ｇ２）－（Ｈ′（ｇ２））

２

（Ｈ（ｇ２））
２ （ｌｎ（Ｈ（ｇ２）））

α
１－α＋（

Ｈ′（ｇ２）
Ｈ（ｇ２）

）２
α
１－α

（ｌｎ（Ｈ（ｇ２）））
２α－１
１－α （７）

对（７）式整理后得到：

ｆ′（ｇ２）＝
（ｌｎ（Ｈ（ｇ２）））

α
１－α

（Ｈ（ｇ２））
２ ［

βｌｎ（Ｈ（ｇ２））Ｈ″（ｇ２）Ｈ（ｇ２）＋（Ｈ′（ｇ２））
２［α－βｌｎ（Ｈ（ｇ２））］

βｌｎ（Ｈ（ｇ２））
］ （８）

假设农民人力资本Ｈ＝Ｈ（ｇ２）为线性函数，则Ｈ″（ｇ２）＝０，（８）式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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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的财政补贴，效果是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①　该图为αβ
＝２，α取２／３时，Ｈ（ｇ）＝ｇ的ｓｔａｔａ数据模拟。

　　ｆ′（ｇ２）＝
（ｌｎ（Ｈ（ｇ２）））

α
１－α

（Ｈ（ｇ２））
２ ［

（Ｈ′（ｇ２））
２［α－βｌｎ（Ｈ（ｇ２））］
βｌｎ（Ｈ（ｇ２））

］ （９）

因此，当α－βｌｎ（Ｈ（ｇ２））＞０，即Ｈ（ｇ２）＜ｅ
α
β时，

ｄ（ｓ


ｇ２
）

ｄｇ２
＞０，当 Ｈ（ｇ２）＞ｅ

α
β时，

ｄ（ｓ


ｇ２
）

ｄｇ２
＜０由此，

当Ｈ（ｇ２）＜ｅ
α
β，
ｓ

ｇ２
＝Δ（ｇ２）为增函数，当Ｈ（ｇ２）＞ｅ

α
β，
ｓ

ｇ２
＝Δ（ｇ２）为减函数，因此，增加教育、卫生、社

保等公共服务投入，对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其收入的提高存在异质效应：当农户现有人力资本水平

都很低，即［ＨＬ＝Ｈ（ｇ２Ｌ）］＜［ＨＨ＝Ｈ（ｇ２Ｈ）］＜ｅ
α
β时，

ｓ

ｇ２Ｌ
＜ｓ



ｇ２Ｈ
，这表明该类财政投入对人力资本低的

农民Ｈ（ｇ２Ｌ）的收入的增加作用仍然不及对人力资本高的农民Ｈ（ｇ２Ｈ）的收入增加作用；当农户现有人

力资本水平都跨越ｅ
α
β这一拐点值时，即 ｅ

α
β＜［ＨＬ＝Ｈ（ｇ２Ｌ）］＜［ＨＨ＝Ｈ（ｇ２Ｈ）］，有

ｓ

ｇ２Ｌ
＞ｓ



ｇ２Ｈ
，表明该

类财政支农投入的增加对人力资本低的农民 Ｈ（ｇ２Ｌ）的收入提升作用，大于对人力资本高的农民 Ｈ
（ｇ２Ｈ）的收入提升作用。如图２所示①。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论是何种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

用，但是与农业生产经营直接挂钩的财政支农资金，对高人力资本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对

低人力资本的农民收入提升作用，而人力资本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农民收入的高低，因此该类财政支

农资金，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收入差距。当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时，对不

同的人力资本农民的收入具有非线性关系：情形１当农民现有人力资本水平都低与 ｅ
α
β时，该类资

金的投入仍然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高的农户，因此对农民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起着扩大作用，情

形２当农民现有人力资本水平都高于 ｅ
α
β这一拐点值时，低人力资本农民的受益更大，因此对农民

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本文的实证部分将对这两类资金与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异质性效应

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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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利用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ＩＳＳＳ）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ＣＦＰＳ除了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居民基础信息之外，还记载了丰
富的居民收入和工作信息，除此之外，选择ＣＦＰＳ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应该
以家庭为单位并结合个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二是同一省不同的地区，其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和支出

的差异较大，因此简单的用省级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状况构造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存在较大的误

差。ＣＦＰＳ收集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其数据维度同时满足我们上述两个需求。
本文的研究单位为家庭，关键变量解释如下：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来自于家庭维度，具体包括农业

生产种植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由于中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生活购买力存在差异，本文利用省级生活支

出价格指数对农户收入进行调整；反映农户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通过个体信息收集，并以家庭成年人

的教育程度平均值作为家庭的教育程度变量；我们构造农村财政投入结构因子Ｇ＿Ｒａｔｉｏ，其值等于“农
村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出／农业生产类财政支出”，则Ｇ＿Ｒａｔｉｏ代表了地区财政投入的结构性偏好，本文
使用村庄一级的财政支出，农村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出包括道路、水、电、煤气、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

农业生产类财政支出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与集体经济投资等。

利用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２０１４两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数据来源①，其中２０１０年有４０１个村庄，７０３５
户农户，其中去除４４５户不从事任何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２０１４年有３８１个村庄，６０２７户农户，其中
去除了５９３户不从事任何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于影响农户生产经营收入的因素很多，因此本文
选择了村庄层面、家庭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用到的所有变量的解释及分布，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被解释变量

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ｐｅｅ＿ａｇｒｉ＿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８９３ ４８５５１２ １０３７０１５ ０ ３５０１２５４

家庭人均收入（ｐｅｅ＿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３６０ ７２６７９３ ８５１３８１ ２１２５ ３４０３５０８

人均工资性收入（ｐｅｅ＿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８８２ ４４１５３８ ６０４３４４ ０ １３００００

人均转移福利收入（ｐｅｅ＿ｔｒａｎ＿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６８７ ５０６５２ １５３７１７ ０ ２８８００

Ｂ：村庄特征变量

公共服务类支出（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１８９３ １６９７８ １１１０４０ ０ １５５００

生产建设类支出（ｃ＿ｐｒｏｄ） １１８９３ ８３４２ ７７４９５ ０ １４９００

人口（ｃ＿ｎｕｍ） １１８９３ １９２５７５ １４９２６４ ０ １１７７９

人均收入（ｃ＿ｉｎｃｏｍｅ） １１８９３ ３９８４２８ ３６２９９０ １９０ ４５０００

农业总产值（ｃ＿ａｇｒｉ） １１８７８ ５４５６９ １２９４３８ １３４１２ １４２８０

所在地区（ｃ＿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８９３ １０６ ０７７ ０ ２

人均农业生产面积（ｃ＿ａｃｒｅ） １１９４１ ５０３７ １９９６７ ０ ４０１７

村主任教育程度（ｃ＿ｅｄｕ） １１８９３ ０１９ ５２４４ ０ ６

距离省城时间（ｃ＿ｔｉｍｅｔｏｃｉｔｙ） １１８７８ ４６７ ５０５ ０ ６０

是否自然灾害频发区（ｃ＿ｄｉｓａ） １１９１１ ０５３ ０４９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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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ＣＦＰＳ没有调查村级层面的相关信息，因此本研究没有包括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的调查数据。



Ｃ：家庭特征变量

成人平均教育程度（ｈ＿ｅｄｕ） １１９１１ ２１６ ０７５ １ ６

成人平均年龄（ｈ＿ａｇｅ） １１９１１ ４６４３ １１２３ １６ １１０

成人平均健康水平（ｈ＿ｈｅａｌｔｈ） １１９１１ ２３９ １０４ １ ５

成人平均党员数量（ｈ＿ｐａｒｔｙ） ７９０２ ３０９ １６４ ０ ４

成人平均社会地位（ｈ＿ｓｔａｔ） １１８６０ ２９１ ０８１ １ ５

　　注：货币单位，家庭收入部分为元，村庄财政支出部位为万元，其中收入和支出均按２０１０年可比价格计算得出，同
时根据村庄所在省份生活支出价格指数进行调整①；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包括农业种植养殖收入，以及和农业相关

的经营类收入；人均农业生产面积单位为亩，包括耕地面积、水域面积、林场面积以及牧场面积；人均转移福利性收入

包括社会保障收入，扶贫收入，孤寡残疾等救济性收入；公共服务类支出包括道路、水、电、煤气、医疗卫生、基础教育

等，生产类财政投入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与集体经济投资等；村庄所在地区，０－东部，１－中部，２－西部；教育水平：１－
文盲／半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中专，５－大专，６－大学本科，７－硕士，８－博士；个人健康自评状况分别为：
１－健康，２－一般，３－比较不健康，４－不健康，５－非常不健康；是否中共党员：０－否，１－是；自评个人在当地所处社
会地位，从１至５，表示很低至很高

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和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的入户调查数据，我们对农户的收入结构、教育水平等进行初
步的统计分析。首先将样本根据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从低到高分为５分位组，再对每一分位组求
其成人户均教育水平均值、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均值、其他收入均值（其他收入包括打工收入、工资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结果如图３所示。从图中可见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平均受教
育水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稳步上升，二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家庭人均收入逐

步降低。因此，图３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农村中，收入越低的家庭，其人力资本水平越低，
同时其收入来源越单一，更加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因此本文聚集于财政支农对不同人力资

本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效应的异质性研究，这对于提升农村扶贫效率，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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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ＤＰ平减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ＤＥＦＬＺＳ？ｅｎｄ＝
２０１６＆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ｓｔａｒｔ＝１９９５。各省份生活支出价格指数来自于各省统计局网站。



（二）基于截面数据的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ｏｄｅｌ，ＤＩＤ）
基于本文理论分析部分得出的结论，不同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收入具有异质

性影响，因为农业生产经营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其收入难以在夫妻之间进行分割，因此实证研究选

择的个体单位为家庭，并以家庭成员中成年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为该家庭的人力资本变量。根据该变

量，将家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设置为高人力资本组（ｅｄｕ＝１），高中以下的设置为低人力资本
组（ｅｄｕ＝０）。我们进一步根据Ｇ＿Ｒａｔｉｏ变量对村庄进行分组，具体来说，凡是大于其均值的村庄①（即

农村公共服务类财政投入较高的村庄）的农户为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１），小于其均值的村庄（即农村生产基
础类财政投入较高的村庄）的农户为控制组（ｔｒｅａｔ＝０）。则财政投入结构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户的收入
异质性效应，可由（１０）式表示：

ρ＝｛Ｅ（ｉｎｃｏｍｅ１１｜ｔｒｅａｔ＝１，ｅｄｕ＝１）－Ｅ（ｉｎｃｏｍｅ１０｜ｔｒｅａｔ＝１，ｅｄｕ＝０）｝－｛Ｅ（ｉｎｃｏｍｅ０１｜ｔｒｅａｔ＝０，ｅｄｕ
＝１）－Ｅ（ｉｎｃｏｍｅ００｜ｔｒｅａｔ＝０，ｅｄｕ＝０）｝ （１０）
如果ρ＞０，则公共服务类财政投入比例较高的地区，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受益相对更多，如果ρ＜

０，则公共服务类财政投入比例较高的地区，低人力资本的农户受益相对更多②。根据（１０）式，我们分
别计算出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４年的结果ρ２０１０＝－１９４１，ρ２０１４＝－１７８３，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初步判断：农村财
政投入如果从偏向生产基础设施转变为偏向公共服务时，低学历农户相对高学历农户从中受益更多。

上述结果的图形展示，如图４所示。

考虑到ｔｒｅａｔ＝０的地区，并不一定能作为ｔｒｅａｔ＝１的地区的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ｆａｃｔｕａｌ），简单通过（１０）
式计算异质性效应可能会产生选择性偏误（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但是如果根据条件独立假设（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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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文中，２０１０年Ｇ＿Ｒａｔｉｏ均值为９７２６，２０１４年Ｇ＿Ｒａｔｉｏ均值为４１７５。
由（１０）式可知，这里估计的收入异质性效应，反映的是高人力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农户，在不同的财政投入结

构下，其收入的相对变化，并不反映各自的绝对水平变化。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ＩＡ），选择性偏误来自于可观测变量，则如果我们控制了足够多的反映村庄
的特征类变量后，选择性偏误消失（这里的选择性偏误主要来自于村庄层面）。因此本文可采用双重

差分方法进行回归估计（Ａｎｇｒｉｓｔ，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２２］①：
ｉｎｃｏｍｅｉｐｅ＝α＋ｔｒｅａｔｐ＋λｅ＋ρ（ｔｒｅａｔｐ×λｅ）＋ｘ′ｐβ＋ｚ′ｉｐｅφ＋εｉｐｅ （１１）
其中ｉｎｃｏｍｅｉｐｅ表示村庄Ｐ，人力资本为ｅ的第ｉ个家庭的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ｔｒｅａｔｐ表示处理

组别，它是取值为１或０的虚拟变量；λｅ表示人力资本组别ｅｄｕ，取值为１或０的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ｐ×λｅ
前的系数ρ就是我们感兴趣的待估计系数（收入异质性效应）。ｘｐ是反映村庄层面的特征向量，有村
庄人口（ｃ＿ｎｕｍ）、人均收入（ｃ＿ｉｎｃｏｍｅ）、村庄所在地区（ｃ＿ｄｉｓｔｒｉｃｔ）、村庄距离省城交通时间（ｃ＿ｔｉｍｅｔｏｃｉ
ｔｙ）、农业总产值（ｃ＿ａｇｒｉ）、村主任教育程度（ｃ＿ｅｄｕ）、平均农业生产面积（ｃ＿ａｃｒｅ）、是否自然灾害频发
区（ｃ＿ｄｉｓａ）。ｚｉｐｅ是反映农户家庭的特征向量，包括家庭成人平均健康状况（ｈ＿ｈｅａｌｔｈ）、家庭成人平均
年龄（ｈ＿ａｇｅ）、家庭社会地位（ｈ＿ｓｔａｔ）、家庭是否有中共党员（ｈ＿ｐａｒｔｙ）。在估计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收
入方程时，我们没有控制农户具体从事何种生产经营的变量Ｗ，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
业等等工作特征变量，它们不是合格的控制变量，原因是这些变量本身会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加入

这些变量后，即使是处理效应Ｄ是随机分配的，也会带来选择性偏误②。

由于感兴趣的回归元只在村庄这一层面发生变动，同一省份内的样本可能会存在相关性，数据表

现出的这种群组结构，称之为聚类问题（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③，解决该类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设定合适的
聚类标准误，这里初步设定的聚类水平为村庄级别，由于样本共有１８１５个村庄，因此共计有１８１５个
聚类。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截面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λ
－１８２８
（－１２０）

－１８０２

（－２４３）
－１８０２

（－２２８）
－２４１３
（－０６３）

－４９０２

（－１５８）
－４９０２

（－１７９）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４）

００３４５
（０１３）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７）

０１６８
（０１８）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８）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５）

ｅｄｕ
１０３９

（３２０）
０７１３
（１３１）

０７１３
（１２２）

２６８７

（３０９）
２２７９

（２７６）
２２７９

（２８５）

ｃ＿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２６３）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１６０）

０００００９２１

（２２０）
０００００９２１
（１３７）

·８７·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典型的双重差分应用，一般都有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但是，双重差分思想实际更加一般，处理组或控制组可

以代表任何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组，同样也可以不需要时间维度，双重差分的实验设计只是隐含着比较处理组－控制组
之间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可以基于时间，当然也可以基于其他因素。本文采用的双重差分方法，不存在时间变量，代之

以农户教育水平变量（ｅｄｕ）。有关内容可以进一步参考 Ａｎｇｒｉｓｔ，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Ｍｏｓｔｌｙ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Ｐ１８１

进一步的解释：加入Ｗｉ变量后回归估计的是（为了说明问题起见，假设不存在其他控制向量）：

Ｅ［Ｙ１ｉ｜Ｗ１ｉ＝１，Ｄｉ＝１］－Ｅ［Ｙ０ｉ｜Ｗ０ｉ＝１，Ｄｉ＝０］＝Ｅ［Ｙ１ｉ｜Ｗ１ｉ＝１］－Ｅ［Ｙ０ｉ｜Ｗ０ｉ＝１］＝Ｅ［Ｙ１ｉ－Ｙ０ｉ｜Ｗ１ｉ＝１］＋｛Ｅ

［Ｙ０ｉ｜Ｗ１ｉ＝１］－Ｅ［Ｙ０ｉ｜Ｗ０ｉ＝１］｝

由于上式大括号内的值一般不等于零，因此这将产生选择性偏误，回归得不到政策效应，具体细节可进一步参考

Ａｎｇｒｉｓｔ＆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０）。
聚类问题又称为Ｍｏｕｌｔｏｎ问题，用以纪念Ｍｏｕｌｔｏｎ（１９８６）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ｃ＿ｎｕｍ
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４
（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４
（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５０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２５０
（－１１２）

ｃ＿ｔｉｍｅｔｏｃｉｔｙ
－０００５７８
（－０３１）

－０００５７８
（－０１７）

－００４５８
（－１６４）

－００４５８
（－１１５）

ｃ＿ａｇｒｉ
００００３７５

（２８４）
００００３７５

（２１６）
０００１１９

（４８４）
０００１１９

（３７８）

ｃ＿ｄｉｓａ
－０３２２

（－２１０）
－０３２２
（－１１８）

－０５７３

（－１８６）
－０５７３

（－１６２）

ｃ＿ａｃｒｅ
－００００２４４
（－０１４）

－００００２４４
（－００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７６）

００１２９
（０４０）

ｈ＿ｓｔａｔ
０４５５

（３１７）
０４５５

（３０７）
０６１４

（２３１）
０６１４

（２１６）

ｈ＿ａｇｅ
－０００５６２
（－０６６）

－０００５６２
（－０６２）

－０００００８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８７７
（－０００）

ｈ＿ｐａｒｔｙ
０２６５
（１０６）

０２６５
（１０３）

－０１５２
（－０２９）

－０１５２
（－０２８）

ｈ＿ｈｅａｌｔｈ
－０２８３

（－２９５）
－０２８３

（－２７７）
－０８２２

（－３９３）
－０８２２

（－３２７）

＿ｃｏｎｓ
３９１６

（３５４６）
３０９３

（３７７）
３０９３

（３５５）
５８９６

（２５９０）
６４９７

（５２９）
６４９７

（３７７）

Ｎ ６３７２ ６３７２ ６３７２ ３９９１ ３９４８ ３９４８

　　注：表２分别给出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的估计结果。农户收入单位为千元。（１）没有控制任何村庄和家户特征协
变量，（２）控制了村庄和家户协变量，并采用稳健型标准误估计，（３）进一步采用村庄级别的聚类标准误估计，聚类水
平为村庄级别，聚类数２０１０年为４０１，２０１４年为３８１。式中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变量，均按２０１０年可比价格计算得出，同
时根据村庄所在省份生活支出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表示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２可知，采用双重差分回归估计，异质性效应 ρ为负值，２０１０年的结果为 －１９７２，并且在
控制了村庄和家庭特征变量后，在采用稳健型标准误和聚类标准误的情况下均高度显著，２０１４年
的结果仍然为负值，但绝对值明显增大到３０９１，同样在控制住相关特征变量后，在两类标准误的情
况下，均统计显著，与我们利用（１０）式计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相对于偏向生产基础设施财政支出
的村庄，偏向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出的村庄，低学历的农户其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受益相对更多。但是

教育程度对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影响总是显著为正，这一点从表２的 ｅｄｕ的估计系数中可以看出。
此外，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还受到村庄人均收入和村庄农业总产值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如果

该村庄属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区域，则会对农户生产经营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村庄的其它特征

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家庭的特征向量中，个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对其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健康水平对其收入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而家庭成人平均年龄和是否是党员对其农业生产经营

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基于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

通过截面数据的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产生的异质性影

响。尽管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一些村级和家庭特征类变量，但是并不能保证控制了足够多的变量，尤

其当存在不可观测变量时，因此基于可观测变量的条件独立假设不一定成立。这里我们进一步在双

重差分方法中加入时间维度，通过对时间的差分，消除影响村庄财政投入选择的不随时间变动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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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健和可靠。估计思路是：通过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村庄的财政投入结构 Ｇ＿
Ｒａｔｉｏ的对比，我们把２０１４年Ｇ＿Ｒａｔｉｏ升高的村庄作为处理组（即偏向于基础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结
构，ｔｒｅａｔ＝１），２０１４年Ｇ＿Ｒａｔｉｏ保持不变或降低的作为控制组（ｔｒｅａｔ＝０），其余变量的处理和口径解释
与前述相同。正式估计之前，图５给出了不同的教育水平下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农户，其农业生产经
营收入的时间趋势图。

从图５低学历和高学历的收入趋势对比中，可以看出低学历的农户，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距明显
缩小，而在高学历的农户中，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差距只是略微缩小，因此，基于图形的比较，可以看出

低学历的农户似乎更加受到财政支出偏好变换的影响：即当财政支出偏向基础公共服务时，低学历农

户的受益更大。当然，更加可靠的结论还需要我们采用回归进行分析研究。

回归估计的策略是，用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的乘积项替代（１１）式的 ｔｒｅａｔｐ×λｅ项，从而进一步考察财政
支出效应对不同的学历水平农户的异质性影响，回归形式设定为：

ｉｎｃｏｍｅｉｐｅｔ＝α＋ｔｒｅａｔｐ＋Ｔ＋ρ（ｔｒｅａｔｐ×Ｔ×ｅｄｕ）＋ｘ′ｐｔβ＋ｚ′ｉｐｅｔφ＋εｉｐｅｔ （１２）
这里 ｔ是代表时间的下标，Ｔ为时间虚拟变量，如果时间为２０１４年，则 Ｔ＝１，时间为２０１０年，

则 Ｔ＝０。ｅｄｕ１虚拟变量，当农户成人平均学历低于初中水平，则 ｅｄｕ１＝０，否则 ｅｄｕ１＝１；ｅｄｕ２虚拟
变量，当农户成人平均学历低于高中水平，则 ｅｄｕ２＝０，否则 ｅｄｕ２＝１，；ｅｄｕ３虚拟变量，当农户成人
平均学历低于大专水平，则ｅｄｕ３＝０，否则ｅｄｕ３＝１。其余控制变量同（１１）式，详细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所示。

表３ 面板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Ｅｄｕ１ Ｅｄｕ２ Ｅｄｕ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１
－０８０７

（－１９６）
－０８０７

（－１９１）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２
－０５２０

（－２２１）
－０５２０

（－１９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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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３
－０１７０
（－０２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６）

ｔｒｅａｔ
－０３１３
（－０９０）

－０３１３
（－０５３）

－０４５９
（－１４１）

－０４５９
（－０８３）

－０４７５
（－１４７）

－０４７５
（－０８４）

Ｔ
１７６７

（５２２）
１７６７

（３８９）
１７１６

（５１８）
１７１６

（３８６）
１７０８

（５２２）
１７０８

（３８７）

ｃ＿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００２１６

（５０５）
００００２１６

（２８９）
００００２１５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２１５

（２８７）
００００２１５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２１５

（２８７）

ｃ＿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２２４
（１２２）

０２２４
（０７４）

０２２２
（１２１）

０２２２
（０７４）

０２２３
（１２１）

０２２３
（０７４）

ｃ＿ｔｉｍｅｔｏｃｉｔｙ
００１８６
（０８０）

００１８６
（０４８）

００１６８
（０７３）

００１６８
（０４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７１）

００１６３
（０４２）

ｃ＿ｄｉｓａ
－０３５０
（－１４０）

－０３５０
（－０８２）

－０３４８
（－１３８）

－０３４８
（－０８１）

－０３４７
（－１３８）

－０３４７
（－０８１）

ｃ＿ａｃｒｅ
－０００７１５
（－１５７）

－０００７１５
（－０５６）

－０００７１９
（－１５８）

－０００７１９
（－０５６）

－０００７１９
（－１５８）

－０００７１９
（－０５６）

ｃ＿ｎｕｍ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１９３）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０８２）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１９４）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０８２）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１９３）
００００１４３
（０８２）

ｈ＿ｓｔａｔ
０５４２

（３５２）
０５４２

（３２０）
０５４５

（３５５）
０５４５

（３２２）
０５４６

（３５６）
０５４６

（３２３）

ｈ＿ａｇｅ
０００２５７
（０２０）

０００２５７
（０１８）

０００２７２
（０２１）

０００２７２
（０１９）

０００２６２
（０２０）

０００２６２
（０１８）

ｈ＿ｐａｒｔｙ
０１２６
（０４６）

０１２６
（０４０）

０１３４
（０４９）

０１３４
（０４３）

０１３５
（０５０）

０１３５
（０４３）

ｈ＿ｈｅａｌｔｈ
－０５３９

（－４７３）
－０５３９

（－４３０）
－０５３７

（－４７０）
－０５３７

（－４２８）
－０５３６

（－４７０）
－０５３６

（－４２７）

ｈ＿ｅｄｕ
０６５４

（３５２）
０６５４

（３００）
０６３５

（３４６）
０６３５

（２９２）
０６２９

（３４５）
０６２９

（２９２）

＿ｃｏｎｓ
０８９０
（０９３）

０８９０
（０８０）

０９４３
（０９９）

０９４３
（０８５）

０９６３
（１０１）

０９６３
（０８６）

Ｎ ７８３４ ７８３４ ７８３４ ７８３４ ７８３４ ７８３４

　　注：家庭收入部分为单位为千元，村庄财政支出部位单位为万元，其中收入和支出变量均按２０１０年可比价格计算得
出，同时根据村庄所在省份生活支出价格指数进行调整。（１）是用ｅｄｕ１（家庭成人户均教育程度有没有达到初中水平）变
量生成的交互项双重差分估计结果，（２）是用ｅｄｕ２（家庭成人户均教育程度有没有达到高中水平）变量生成的交互项双
重差分估计结果，（３）是用ｅｄｕ３（家庭成人户均教育程度有没有达到大专水平）变量生成的交互项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聚
类标准误的聚类水平为村庄级别，聚类数为７０６。表示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其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学历每上一个台
阶，其收入将增加６００元左右，该结果高度显著。但是，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户，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对其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具有异质性效应：当基础公共服务类支出／生产类基础设施支出的比值增加一
个点，初中以下水平的农户将比初中水平以上的农户多受益８０７元，高中水平以下的农户将比高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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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上的农户多受益５２０元，上述结果均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大专以下比大专以上的农户多受
益了１７０元，但结果不再统计显著。因此，总体来看，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与上节类似的结论，即偏向基
础公共服务类的地区财政支出，对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户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来说，低人力资本的农

户其农业的生产经营收入相对获益更大。反之，偏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地区财政支出，高人力资本

的农户其受益相对更大。总之，我们基于微观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在理论分

析部分中早已证明的结论。

五、稳健性检验

（一）安慰剂检验

本文分别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两种方法的研究结论基本

一致。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保证不存在其他的无法控制或消除的因素，

同时影响着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因此其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采用两种方法

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一是选取一个或多个完全不受政策干预影响的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

果估计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出现了偏误。由于农户转移性福利收入，工资性

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基本不受本地财政支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农户转移性福利收入，工资性收

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回归统计（截面双重差分与面板双重差

分），结果显示上述三种收入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①；二是在面板数据差分回归中，随机设定处理组和

控制组，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再次采用面板双重差分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同

样不显著。因此，通过上述两种安慰剂检验，基本能够确认我们之前的估计方法是稳健的，结论是可

信的。

（二）标准误问题

本文采用的两种双重差分回归均用到了分组数据，并且组内样本大小不同，这给我们的实证研究

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异方差问题，另一个是聚类问题。因此，结果的稳健性检验还需要对上述

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对于异方差问题，本研究均给出了稳健标准误（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的估计结果，可以较好的处
理异方差。但是，当样本有限并且异方差问题不严重时，稳健标准误带来的偏误又将远大于普通标准

误，这里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计算总体方差，来检验标准误估计的稳健性（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０；
Ｃｈｅｓｈｅｒ＆Ｊｅｗｉｔｔ，１９８７；Ａｎｇｒｉｓｔ＆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０）［２２～２４］。表４给出了采用 ＨＣ２与 ＨＣ３估计的总体方差得到
的结果。结果显示，除了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２的ＨＣ３校验，其系数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余结果与我们之前的
结论一致。

表４ ＨＣ２与ＨＣ３异方差校验

ｔｒｅａｔλ（２０１０） ｔｒｅａｔλ（２０１４）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１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２ ｔｒｅａｔＴｅｄｕ３

ＨＣ１ ０７４３（） ３２９（） ０８３７（） １６９７（） ０８５５

ＨＣ２ ０７４６（） ３３７（） ０８３８（） １７１９（） ０９９１

ＨＣ３ ０７５１（） ３５８（） ０８４０（） １７４５ １２１８

　　注：本表前２列数值为表２的校验结果，后３列数值为表３的校验结果，其中 ＨＣ１的值就是表２、表３的稳健性标
准误估计结果，作为对比，我们把该结果也放在了表４中。表中的数值为标准误，括号内为系数的显著性水平，ｐ＜

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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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数据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聚类问题，即组内的个体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组内相

关性，文献称之为聚类问题或“Ｍｏｕｌｔｏｎ”问题。Ｍｏｕｌｔｏｎ（１９８６）［２５］给出了膨胀因子（Ｍｏｕｌｔｏｎｆａｃｔｏｒ）表
达式：

ｖ（^δ）
ｖｃ（^δ）

＝１＋
ｖ（ｎｇ）
珔ｎ
＋珔[ ]ｎ－１ρｘρｅ （１３）

其中ｖｃ（δ
＾
）是采用传统的方法估计的系数 δ＾的方差，ｖ（δ＾）是根据给定的聚类残差结构进行修正

后的方差，ｖ（ｎｇ）是样本群组规模的方差，珔ｎ是平均群规模，ρｘ是 ｔｒｅａｔｐ×λｅ（ｔｒｅａｔｐ×Ｔ×ｅｄｕ）的组内相
关系数，ρｅ是被解释变量的组内相关系数。根据（１３）式可见，本研究的群规模是可变的（ｖ（ｎｇ）≠０），
并且ρｘ＝１，导致上述回归可能存在较严重的方差膨胀情况，虽然在回归中均采用聚类标准误的方式
纠正了该问题，但是采用聚类标准误要求聚类数目尽可能大，因此我们再次设定聚类级别为村庄－年
份，这里聚类数达到了３６３０，其估计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之前结论的显著性①。总之，我们通过一系列的

检验，对本研究的标准误问题进行了修正，其结果并没有改变之前主要的统计结果，这再次证明了我

们之前结论的稳健性。

六、总结

近年来，中国用于“三农”投入的财政资金规模日益增大，而同时农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扩大，那

么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及收入差距有何影响？本文基于农民人力资本差异化这一视角，通过构

建数理模型就当前财政支农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展开研究，并以微观农村

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方法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结我们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与农业生产经营挂钩的财政支农资金产生的边际收入效应，随着农民受教育水平的增加而

增加，所以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民其受益程度大于人力资本低的农民，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关

的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增加也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该类资金对农民边际收入效应存在结构性变化点，

即当农民人力资本水平都低于ｅ
α
β时，该类资金对人力资本高的农民所产生的边际收入仍将大于对人

力资本低的农民产生的边际收入；当农民现有人力资本水平都高于ｅ
α
β这一拐点值时，对低人力资本农

民产生的边际收入效应更大。

第二，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撑了理论分析的结果，即农村财政支出结构确实对

不同人力资本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具有异质性影响，当农村财政支出结构从偏向生产基础设施

投资转变为偏向公共服务提供时，低学历农户相比高学历农户，其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更多。

第三，基于ＣＦＰＳ的收入５分位组的统计分析发现，农村收入越低的家庭，其人力资本水平也越
低，同时更加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因此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应该进一步偏向农村公共服务，这

对提升贫困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加其收入具有双重作用。

总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不同的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异

质性效应。研究结论为更好的发挥财政支农资金效益，提升贫困农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１］钟甫宁，农民角色分化与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江苏省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
应的实证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８，（０５）：６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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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ｙ，１９８７，ｐａｇｅ７．
［３］ＭａｒｔｉｎＪ．Ｂａｉｌｅ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Ｌｅｖｅｌ［Ｍ］．Ｍｅ－Ｃ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１，２６３—２６９．
［４］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Ｏｕｔｐｕ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８１，８９（６）：

１０８６－１１２１．
［５］ＫｏｒｍｅｎｄｉＲ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ｂ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３，７３（５）：９９４－１０１０．
［６］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ＤＡ．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ｅｍａｎｄ［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７５（１）：

１１７－１２７．
［７］Ａｈｍｅｄ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Ａｎ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ｍ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Ｕ

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８６，１７（２）：１９７－２２４．
［８］康书生，尹成远，刘振威．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人绩效的实证研究［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０６）：０７－１２．
［９］王敏，潘勇辉．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７，２８（０５）：１５７－１５８．
［１０］ＷｉｎｔｅｒｓＬＡ．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Ｓｕｒｖｅ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３８（５）：９１－１２４．
［１１］ＧａｒｄｎｅｒＢ．Ｕ．Ｓ．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ｓ［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２．
［１２］罗东，矫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４８

－５３．
［１３］沈坤荣，张瞡．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

［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７，（０１）：３０－４０．
［１４］樊胜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孙文祥，蔡方．我国财政支农经济绩效实证研究［Ｊ］．财政研究，２００５，（１１）：２５－２８．
［１６］ＡｓｈＫ．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Ｒｅｆｏｒｍ［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

ＡＢＡＲＥ．２００６．
［１７］ＯＥＣ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９．
［１８］ＶｏｎＢｒａｕｎＪ，ＢｏｓＭ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ＩＲＲＩ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５：７－２０．
［１９］黄季，王晓兵，智华勇，等．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Ｊ］．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１，（０１）：４－１２．
［２０］张玉梅，陈志钢．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基于贵州３个行政村农户的追

踪调查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０７）：７０－８１．
［２１］万海远，田志磊，徐琰超．中国农村财政与村庄收入分配［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５，（１１）：９５－１０５．
［２２］ＷｈｉｔｅＨ．Ａ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ａｎｄＡＤｉｒｅｃｔＴｅｓｔｆ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

ｔｉｃｉｔｙ［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８０，４８（４）：８１７－８３８．
［２３］ＣｈｅｓｈｅｒＡ，ＪｅｗｉｔｔＩ．ＴｈｅＢｉａｓｏｆａ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Ｊ］．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８７，５５（５）：１２１７－１２２２．
［２４］Ａｎｇｒｉｓｔ，ＪｏｓｈｕａＤａｖｉｄ．Ｍｏｓｔｌｙ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５］ＭｏｕｌｔｏｎＢＲ．ＲａｎｄｏｍＧｒｏｕｐ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１９８６，３２（３）：３８５－３９７．
责任编辑、校对：张友双

·４８·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Ｗｈ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Ｍｏｒｅｆｒ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ＺＨＡＯＷｅｉ－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ｐｕｔｔ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ｇｒｏｕｐｏｆ
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ｉｎ
ｃｏｍｅ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ｅｘｅｒｔｅｄｂｙｒｕ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ａｙ，ｗｈｅｎ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ｈｕ
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ｅｔｍｏ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ｏｕｓｅ
ｈｏ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ｏｎ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ｊｕ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ｏｗｊｕ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ｌｌｂｅｎ
ｅｆｉｔ８０７Ｙｕａｎｍｏｒｅｆｒｏｍａｎｎｕ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ｏｗｓｅｎ
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ｌｌｇｅｔ５２０Ｙｕａ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ｖｅ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ｎｃｏｍ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ｃｏｍｅｓ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ｔｅｎｄ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ｓ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Ｄ

·５８·

　赵为民：谁从财政支农投入中受益更多？———基于资金结构差异与农户人力资本差异双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