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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
———基于 ＣＨＦＳ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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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逐渐形成数字鸿沟，并导致了新的贫
富差距。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采用 ＯＬＳ、２ＳＬＳ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
响，并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结构性特点，最后实证

检验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投资和创

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二级数字鸿沟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随着网络

接入水平和使用技能的提高，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家庭财富差距会逐渐缩小。研究结论对减小家庭财富差距、

改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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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统计，

２０２０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９８９亿，网络普及率上升至７０４％，其中有８６４％的互联网用户使用网
络进行线上支付①。互联网还加快了全国脱贫摘帽的进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新动能。

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外。比如低

学历或老年人等信息弱势群体由于缺少使用信息技术的设备和能力，无法获得相应的数字红利。相

反，信息富有者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积极进行信息投资，获得更多的信息红利，从而形成了数字鸿沟，并

带来了一种新的贫富差距。这就是数字鸿沟的“马太效应”（Ｇｒａｙ等，２０１７）［１］。根据最新统计，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达到２６７０３元，较２０１９年同比扩大１３９％②。而财富差距不仅

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固定资产、金融资产等差距，因此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张春安和唐杰，

２００４）［２］。这将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以及到２０３５年实现“城乡区域发
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远景目标带来不利影响。

家庭作为组成社会集合体的重要元素，在维持社会经济结构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合

理的家庭财富差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家庭努力奋斗来积累财富，但是若家庭财富差距

持续扩大，长此以往会打消低财富家庭奋斗的积极性，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因

此，通过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不仅可以补充关于家庭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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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而且还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缩小由数字鸿沟导致的家庭财富差距，实

现信息共享和社会公平。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一，现有的研究主要以城乡为对象，侧重于从宏观层面

探讨数字鸿沟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以家庭为对象展开

深入研究，且侧重对家庭的财富而非收入进行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家庭经济水平。第二，与现有

对数字鸿沟的测量方法不同，本文构建了家庭层面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的衡量指标，更加全面、准确

地度量了家庭数字鸿沟的水平。第三，本文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探讨数字鸿

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结构性特点，同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机制———家

庭投融资和创业，并实证检验了这种作用机制。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关于数字鸿沟研究

从１９９５年开始，美国国家电信信息管理局（ＮＴＩＡ）［３～６］陆续发表了４篇标题为《在网络中落伍》
的报告，重点阐述了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主要分为三类。一级数字鸿沟是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在接入层面产生的差异，即“接入
沟”。是否有条件使用信息技术决定了人们之间的数字鸿沟（ＮＴＩＡ，１９９９）［５］。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不
断普及，接入差距不再是主要的数字鸿沟，比如中国城乡地区在手机方面的数字鸿沟已经基本消失

（许竹青等，２０１３）［７］。因此仅以接入沟来衡量数字鸿沟不乏有些狭隘，研究人员对数字鸿沟的定义进
行了拓展，二级数字鸿沟应运而生。二级数字鸿沟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差异，即“使用沟”。数字鸿

沟除了接入差异外，更多的是由使用能力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许竹青等，２０１３）［７］。毫无疑问，使用沟
已经上升为当前主要的数字鸿沟。由于一级数字鸿沟和二级数字鸿沟只考虑了 ＩＣＴ在接入和使用两
方面的差异，没有考虑这些差异具体会对人们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级数字鸿沟

的概念。三级数字鸿沟更加关注由于信息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利用信息资源参与社会

生活所产生的差异（Ｎｏｒｒｉｓ，２００１）［８］。
数字鸿沟的形成是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是导致数字鸿沟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Ｂｉｌｌｏｎ等（２０１０）［９］研究发现，只有ＧＤＰ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数字化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除了经济因素，公共政策的实施也可以有效减小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ＩＣＴ的接入和使用（Ｐｈｉｌｉｐ等，２０１７）［１０］。在微观层面，个体差异会影响数字鸿沟的形成。数字
鸿沟的形成有六个关键的要素，即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网络可得性以及地理分布（Ａｂｕ－
Ｓｈａｎａｂ和Ｋｈａｓａｗｎｅｈ，２０１４）［１１］。此外，经济水平、政策、个人生活习惯等因素也会影响数字鸿沟的形
成（张新红，２００８）［１２］。

在既有文献中，关于数字鸿沟的测度方法随着人们对数字鸿沟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

ＮＴＩＡ（１９９９）［５］提出用绝对差距法和相对差距法来衡量数字鸿沟的大小，二者均采用互联网、电
脑以及电话的普及率作为一级指标，但计算方法有所差异，前者通过计算研究对象在信息技术

水平上的绝对差值，而后者则计算相对比例来测度数字鸿沟。Ｓｉｃｈｅｒｌ（１９９９）［１３］采用时间差距
法，通过计算研究对象的网络普及率达到某一水平的时间差值来测度数字鸿沟的大小。祝建华

（２００２）［１４］用平均差别法，通过计算不同阶层互联网用户比例的平均差别来测度数字鸿沟。张
新红（２００８）［１２］用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通过计算研究对象在互联网、计算机以及移动电话的普
及率差值来测量数字鸿沟的大小。张正平和卢欢（２０２１）［１５］通过接入和使用维度的 ７个指标，
采用因子分析法衡量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不仅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还加深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

等。数字鸿沟在导致信息贫困者经济状况下降的同时，还使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周向

红，２０１６）［１６］。数字鸿沟不仅拉大贫富差距，还影响人们的财富创造能力，进而导致贫困与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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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恶性循环（罗廷锦和茶洪旺，２０１８）［１７］。由于农民缺乏使用信息技术的知识和能力，无法将其
转化为生产力，就业和创业机会相对减少（吴玲和张福磊，２０１８）［１８］。数字金融发展在贫困户与非贫
困户之间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王修华和赵亚雄，２０２０）［１９］。数字鸿沟
会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投资的概率，阻碍家庭参与金融投资（张正平和卢欢，２０２１）［１５］。

（二）家庭财富差距与影响因素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文献对家庭财富的定义并不明晰，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家庭资产划分

为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并通过对家庭总资产或者家庭净资产取对数的形式来衡量家庭财富。尹志超

和张号栋（２０１７）［２０］、吴雨等（２０１６）［２１］在研究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财富差距不等于收入差距，因此我们无法用测量收入差距的方法来测量财富差距。收入层面的

差距会逐步转化为财富层面的差距，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大（张春安和唐杰，２００４）［２］。中国家庭财富不
平等较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通货膨胀扩大了居民的收入与财富差距，基尼系数随着通胀的上升而不

断扩大（谭浩和李姝凡，２０１７）［２２］。虽然基尼系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财富差距，但是不能准确地反
映财富的分布特征（尹志超和张号栋，２０１７）［２０］。Ｃｏｉｂｉｏｎ等（２０１４）［２３］提出通过对家庭净资产取分位
数差额的方法来衡量家庭财富差距。

家庭财富差距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产的获得显著正向促进家庭财富的积

累，这种影响在农村地区、低文化程度、老年群体和非自我雇者群体中更为显著（韦宏耀等，２０２０）［２４］。
家庭的绝对风险厌恶程度越小，相对风险厌恶程度越大，财富积累就越多（张琳琬和吴卫星，

２０１６）［２５］。教育对家庭财富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学历越高的家庭净资产越多（谢绵陛，２０１７）［２６］。
主观金融素养会显著增加家庭房产、金融资产、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对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影响

更为突出（胡振，２０１８）［２７］。提高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有利于减小财富差距（尹志超和张号栋，
２０１７）［２０］。

（三）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机制

互联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朱卫国等，２０２０）［２８］；互联网信息渠道
会显著提高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并且与线上消费相比，家庭在金融投资方面对互联网信息渠道的依

赖程度更高（王智茂等，２０１９）［２９］。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来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的概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高收入、高学历以及非农户籍群体中（周广肃和梁琪，２０１８）［３０］；互联网金
融可以拓宽家庭的投融资渠道，扩大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规模（魏昭等，２０１６）［３１］。

互联网通过信息搜寻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的作用机制，显著提高了家庭正规融资可得性及融资

额（邱新国和冉光和，２０１８）［３２］。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面临更严重的信贷约束问题（潘爽等，
２０２０）［３３］。互联网金融有利于释放正规信贷需求、缓解信贷约束（尹志超和张号栋，２０１８）［３４］；对于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互联网金融对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杨明婉和张乐柱，２０２１）［３５］。

互联网通过丰富家庭社会网络促进了家庭创业决策，并提升了家庭创业收入（刘银等，２０２１）［３６］。
农户使用互联网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风险投资意识，还促进了社会资

本积累和家庭融资（庞子癑和曾鸣，２０２０）［３７］。移动支付显著提高了家庭创业的概率，并且对创业成
本高以及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这种促进作用更大（尹志超等，２０１９）［３８］。“互联网 ＋”与包容性金融
的融合发展将通过“信息流”融通“资金流”，降低家庭创业融资中的风险，增加其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度，从而提升一般家庭的创业可能性（湛泳和徐乐，２０１７）［３９］。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周洋和华语音，２０１７）［４０］。

很显然，对于那些缺乏互联网接入或者使用能力的家庭来说，在数字化时代，他们将难以得到投

融资以及创业的机会，由此形成新的金融排斥。

（四）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的同时，凭借着低门槛、低成本、

方便高效的优势，打破了传统的线下束缚，开拓了线上渠道，使人们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就可以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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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红利。接入网络的家庭有更多的渠道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且可以充分使用

互联网进行信息投资，使家庭财富得以迅速提升，而无法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将无法利用“数字

红利”来提高家庭财富水平。据此提出假说１：
假说１：数字鸿沟会显著扩大家庭财富差距。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能力的提升，低财富家庭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获取之前无法获得的信

息来进行信息投资，这些信息为积累家庭财富开辟了新的途径，促进了家庭财富的迅速积累。而对于

高财富家庭来说，由于本身就拥有比低财富家庭更多的资源禀赋，因此即使接入互联网或提升使用技

能，家庭财富的增长也不会像低财富家庭一样显著。据此提出假说２：
假说２：缩小数字鸿沟给低财富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更大。
如文献综述可知，缺乏互联网接入或者使用能力的家庭无法将信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使得就业

和创业的机会相对减少，不仅如此，这些家庭还难以得到金融投资和融资的机会，形成了新的金融排

斥。而对于那些接入和会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来说，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可以使家庭获得更多的投融

资渠道以及创业机会，有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据此提出假说３：
假说３：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是其影响了家庭的投融资水平以及创业机会。

三、中国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现状

（一）数字鸿沟现状

由第４２至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得出中国城乡互联网用户规模呈逐年递增
趋势，２０２０年已累计达到９８９亿。其中城镇的互联网用户较多，为６８亿，农村的互联网用户较少，
只有３０９亿。城乡网民规模差距由２０２０年３月的３９４亿人缩小至２０２０年底的３７１亿人，同比减
小５８４％（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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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由第４２至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得出。
图１　城乡互联网用户规模

由图２可知，中国网络普及率逐年提高，２０２０年农村网络普及率为５５９％，城镇网络普及率为
７９８％。从普及速度来看，农村网络普及率从２０１９年开始迅速提高，而城镇网络普及率增速相对稳
定。城乡网络普及率差异由２０１５年底的３４２％减小至２０２０年底的２３９％。

从城乡设备网络接入率来看，城镇网民设备的网络接入率普遍较高。从网络接入设备来看，无论

网民是来自城镇还是农村，手机上网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９１２％和８７１％，其次为台式电
脑，分别为６９３％和 ６３４％。从设备网络接入情况差异来看，最为明显的是笔记本电脑，达到了
１８３％（见图３）。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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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由第４２至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得出。
图２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6 0@�*6 �� ��*6 *>

�� �J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图３　城乡设备网络接入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５年城乡互联网应用使用情况对比

应用类别 应用
农村 城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城乡网民

使用率差异

信息获取类
网络新闻 ７７８％ １５１９６ ８３７％ ４１２４５ －５９％

搜索引擎 ７７８％ １５１８７ ８４１％ ４１４３６ －６３％

交流沟通类

即时通信 ８８３％ １７２４３ ９１７％ ４５１６６ －３４％

微博 ２５４％ ４９６９ ３６７％ １８０７６ －１１２％

电子邮件 ２５５％ ４９８８ ４２３％ ２０８５９ －１６８％

论坛／ＢＢＳ １１４％ ２２２８ １９６％ ９６７３ －８２％

网络娱乐类

网络音乐 ６８４％ １３３５２ ７４６％ ３６７８５ －６３％

网络游戏 ５３５％ １０４５８ ５８２％ ２８６９０ －４７％

网络视频 ６７０％ １３０７８ ７５７％ ３７３１３ －８８％

网络文学 ３７７％ ７３５４ ４５３％ ２２３２０ －７６％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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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应用类别 应用
农村 城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使用率 用户规模（万）

城乡网民

使用率差异

商务交易类

网络购物 ４７３％ ９２３９ ６５１％ ３２０８５ －１７８％

团购 １５６％ ３０４９ ３０４％ １４９７３ －１４８％

旅行预订 ２４０％ ４６８７ ４３２％ ２１２６８ －１９２％

网络金融类

网上支付 ４７７％ ９３２０ ６５５％ ３２２９９ －１７８％

网上银行 ３６７％ ７１６１ ５３７％ ２６４７８ －１７１％

网上炒股 ４４％ ８５１ １０２％ ５０４２ －５９％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从表１可以看出，城镇用户互联网使用率普遍较高，无论是城镇互联网用户还是农村互联网用
户，大多使用网络来获取信息和即时通信。使用率差异最明显的应用类别为旅行预订，达到了

１９２％。此外，使用互联网进行网上支付和网络购物的差异也较大，均达到了１７８％。
（二）家庭财富差距现状

表２　家庭财富差距分组描述性统计

年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３５岁以下 －２．６７９ ４．９８８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３５～５５岁 －３．２９０ ５．２２０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５５～７５岁 －４．１２０ ５．５７７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７５岁以上 －４．３７９ ６．１１３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 －３．４６４ ５．８２２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女 －３．６８０ ５．３３２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教育程度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没上学 －７．４０１ ５．７７９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小学 －５．８７０ ５．３７１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初中 －３．９０２ ５．１３３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高中／中专 －２．２５３ ４．８０１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本科／大专 －０．２６７ ４．０６５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研究生 １．１５８ ３．７７０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健康状况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好 －２．４３１ ４．８７２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一般 －３．８３３ ５．３２０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不好 －６．４９３ ５．９３３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婚姻状况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已婚 －５．２３４ ６．０５４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未婚／离婚／丧偶等 －３．３７７ ５．２８２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所在地区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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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年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地区 －２．１３８ ５．２３６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中西部地区 －５．０１０ ５．２４７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城乡分布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 －２．４０８ ５．１０１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农村 －６．３５６ ５．１５５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根据第四部分式（１），本文采用全部样本家庭财富的９０分位数与１０分位数的差值和每个家庭财
富对数的乘积来代表家庭财富差距值。由于家庭财富的对数可能为负数，而家庭财富的９０分位数较
大且为正值，因而导致相乘之后部分家庭的财富差距值为负数（见表２）。该值在数值上越大，表明家
庭财富差距越大。以城乡为例，城市家庭的财富差距的平均水平为 －２４０８，大于农村家庭的财富差
距的平均水平为－６３５６，说明城市家庭的财富差距更大。从表２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家庭财
富差距逐渐缩小，这主要是因为青壮年尚处于积累家庭财富的奋斗阶段，受个人能力以及家庭环境不

同具有较大差异，而老年家庭的财富积累已经相对稳定，因而与青壮年家庭相比财富差距较小。户主

性别对家庭财富差距影响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教育水平越高、健康

状况越好、居于东部和城镇地区的家庭拥有更多创造家庭财富的资源和途径，而不同的资源和途径会

创造不等的家庭财富，从而导致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此外，不同家庭利用这些资源和途径的能力不

同，这也会导致家庭财富差距扩大。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７年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ｉｎ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４１］。样本收集了全国２９个省份
３５５个县（区、县级市）１４２８个社区（村）４００１１户家庭的信息，为中国家庭层面的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数据支撑。本文在删除了缺失和异常值后，最终得到了３５９３８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现有文献的度量方法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国家或者区域之间数字鸿沟，本文选取从 ２０１７年
ＣＨＦＳ调查问卷中提取与数字鸿沟有关的信息，构造家庭层面的数字鸿沟测量指标。
１．一级数字鸿沟
一级数字鸿沟为“接入沟”，即是否接入互联网，根据调查问卷中“［Ｃ８００１ｂ］您使用过互联网吗？”

这一问题，我们将其统计结果定义为“网络接入”，即接入互联网＝１，没有接入互联网＝０，以此虚拟变
量衡量一级数字鸿沟。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采用“智能手机”虚拟变量（有智能手机的赋值为１，没
有智能手机的赋值为０）来衡量一级数字鸿沟。
２．二级数字鸿沟
二级数字鸿沟为“使用沟”，更加侧重由于互联网使用技能差异所造成的数字鸿沟。根据第三部

分对中国数字鸿沟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互联网使用技能在网上支付的差异非常明显。因此根据调

查问卷“［Ｅ２００１ａ］您和您家人在购物时（包括网购），一般会使用下列哪些支付方式？（可多选）：１．
现金；２．刷卡；３．通过电脑支付；４．通过手机、ｐａｄ等移动终端支付”这一问题，将支付方式为３或４
的家庭定义为１：使用网上支付，其他家庭定义为０：不使用网上支付，以此虚拟变量作为度量二级数
字鸿沟即互联网使用技能的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采用“网络购物”虚拟变量（有网络购物经历

的赋值为１，从未进行过网络购物的赋值为０）来反映互联网使用技能，以此度量二级数字鸿沟。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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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庭财富差距
本文将家庭财富用家庭净资产来表示，即家庭总资产减去总债务，并借鉴 Ｃｏｉｂｉｏｎ等（２０１４）［２３］取

分位数差值的方法来度量家庭财富差距。由此得出家庭财富差距的计算公式：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０［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１０［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 （１）
其中，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为家庭财富差距，Ｗｅａｌｔｈ为家庭财富，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为家庭财富的对数，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０为
全部样本家庭财富的９０分位数，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１０为全部样本家庭财富的１０分位数，将二者分别与家庭财
富对数相乘后取其差值即为度量家庭财富差距的指标。

所有变量的说明见表３，描述性统计见表４和表５。

表３　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定义 备注

ｎｅｔ 一级数字鸿沟 是否接入互联网（１：是　０：否）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二级数字鸿沟 是否使用网络支付（１：是　０：否）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家庭财富差距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９０［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１０［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

ａｇｅ 户主年龄 根据２０１７减去出生年份得出

ｇｅｎｄｅｒ 户主性别 １：男　０：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教育程度 １：没上学　２：小学　３：初中　４：高中／中专　５：本科／大专　６：研究生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状况 １：好　２：一般　３：不好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婚姻状况 １：已婚　０：其他

ｆａｍ＿ｎｕｍ 家庭成员人数 根据家庭数据集统计得出

ｌａｖｅ＿ｉｎｃｏｍｅ 人均收入对数 ｌａｖｅ＿ｉｎｃｏｍｅ＝ｌｏｇ（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

ｅａｓｔ 东部地区

１：东部地区　０：中西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差距较小，并且中
西部地区样本数总和与东部地区样本数相近，故本文将中西部地区合并，

进而与东部地区形成对比）

ｒｕｒａｌ 城乡分布 １：农村　０：城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金融投资
包括定期存款、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理财、外币资产、黄金、其他金融

资产等投资金额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家庭融资
包括农业、工商业、房产、车辆、耐用品和奢侈品、金融资产、教育、医疗等

用途的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金额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是否创业 １：是　０：否

ｐｈｏｎｅ
一级数字鸿沟

（稳健性检验）
是否使用智能手机（１：是　０：否）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二级数字鸿沟

（稳健性检验）
是否进行网络购物（１：是　０：否）

表４　一级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３５９３８ －３．６３６ ５．４３４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ｎｅｔ ３５９３８ ０．４８６ ０．５００ ０ １

ａｇｅ ３５９３８ ５４．７２９ １３．９７３ １８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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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ｅｎｄｅｒ ３５９３８ ０．７９９ ０．４００ ０ 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５９３８ ３．１８２ １．１６９ １ ６

ｈｅａｌｔｈ ３５９３８ １．６９８ ０．７５６ １ 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３５９３８ ０．８６０ ０．３４７ ０ １

ｆａｍ＿ｎｕｍ ３５９３８ ３．１８９ １．５２８ １ １５

ｌａｖｅ＿ｉｎｃｏｍｅ ３５９３８ ９．６２５ １．４５２ －３．５３５ １５．４２５

ｅａｓｔ ３５９３８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０ ０ １

ｒｕｒａｌ ３５９３８ ０．３１１ ０．４６３ ０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５９３８ １．６９４ ３．３７５ ０ 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３５９３８ １．９５５ ３．９３３ ０ １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３５９３８ ０．１４３ ０．３５０ ０ １

表５　二级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１７４６５ －１．６６４ ４．５９７ －１７．５９７ ４．１８５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７４６５ ０．５５２ ０．４９７ ０ １

ａｇｅ １７４６５ ４８．４２３ １３．１０８ １８ １１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７４６５ ０．７７９ ０．４１５ ０ 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４６５ ３．７５４ １．０８５ １ ６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７４６５ １．４９４ ０．６５７ １ 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１７４６５ ０．８６９ ０．３３７ ０ １

ｆａｍ＿ｎｕｍ １７４６５ ３．２５２ １．３７９ １ １５

ｌａｖｅ＿ｉｎｃｏｍｅ １７４６５ １０．１０１ １．３５０ －３．３５２ １５．４２５

ｅａｓｔ １７４６５ ０．５２３ ０．４９９ ０ １

ｒｕｒａｌ １７４６５ ０．１５９ ０．３６５ ０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７４６５ ２．５９８ ３．９５６ ０ 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１７４６５ ２．５９２ ４．５１９ ０ １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７４６５ ０．２０２ ０．４０２ ０ １

五、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

为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建立ＯＬＳ回归模型：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ｉ＝α０＋α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α２Ｘｉ＋εｉ （２）

其中，ｉ代表家庭，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是衡量家庭财富差距的指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表示 ｎｅｔ（网络接入）或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网络使用技能），Ｘ表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

（二）内生性问题与解决

以上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家庭财富差距可能

造成不同家庭的网络接入或使用技能的差异，家庭财富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接入互联网或者掌握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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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使用技能。此外，遗漏变量也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因此，我们选

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２ＳＬＳ）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因为网络接入和使用容易受
到相关费用支出的影响，本文根据问卷中的“［Ｇ１００９］您家去年平均每个月使用电话、手机等通信费、有
线电视费、上网费共有多少？（单位：元）”这一问题，我们将统计结果定义为“每月网络通信费用”，取其

对数作为工具变量。每月网络通信费用的对数越大，说明该家庭每月网络通信费用越多，网络接入水平

越高、使用网络越频繁，而每月网络通信费用取对数后对家庭财富差距没有直接影响。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６　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分析：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ＯＬＳ

（２）
２ＳＬＳ

（３）
ＯＬＳ

（４）
２ＳＬＳ

ｎｅｔ
１．５８８ １１．１２７

（０．０５９） （０．３７９）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３１４ ９．８４４

（０．０６７） （０．５４６）

ａｇｅ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１７５ ０．３０７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６９４ －０．３０９ ０．６９４ ０．２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１）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７３５ －０．３４３ －０．６１４ －０．３８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１．２２９ １．１７９ １．４９６ ２．３６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６）

ｆａｍ＿ｎｕｍ
０．４３６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１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６）

ｌａｖｅ＿ｉｎｃｏｍｅ
１．０３７ ０．６１９ ０．９１５ ０．５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２）

ｅａｓｔ
１．６７６ １．４３０ １．５７５ １．２２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７）

ｒｕｒａｌ
－１．４８０ －０．０４３ －１．２２８ ０．３３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９）

＿ｃｏｎｓ
－１９．９７３ －２４．１７３ －１９．２８２ －２２．７７４

（０．２９２） （０．３６０） （０．３９５） （０．４８４）

Ｎ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Ｒ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２９９ ０．２２３

Ｆ值／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１９３３．９６０ １１５７４．７５０ ６０９．２７０ ３８９９．４１０

ＤＷＨ内生性检验 １２０３．９８０ ５０８．１９４

第一阶段Ｆ值 １５３２．８３０ ５０８．５６８

　　注：、分别表示在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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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第（１）列和第（３）列分别报告了一级数字鸿沟（“网络接入”）和二级数字鸿沟（“网络使用技
能”）对家庭财富差距影响的 ＯＬＳ回归结果，第（２）和第（４）列分别报告了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
（２ＳＬＳ）的结果。ＤＷＨ检验结果拒绝了因变量是外生的假设，即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第一阶段的 Ｆ
值远超过１０的经验值（Ｓｔｏｃｋ和Ｙｏｇｏ，２００５）［４２］，即说明使用“每月网络通信费用”作为工具变量是合
适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对比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发现ＯＬＳ回归明显低估了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技能对家庭财富差距的
影响。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２ＳＬＳ）回归后，在控制了户主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人均收入、城乡分布以及地区的影响后，网络接入的边际影响为１１１２７，网络使用技能的边
际影响为９８４４，二者系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技能会提高家庭
财富水平，从而扩大与无法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由此验证了假说１。

从控制变量来看，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户主性别，给定互联网接入，户主男性的家庭与户主女

性家庭的财富差距更大，给定互联网使用，户主男性的家庭与女性家庭的财富差距更小。这可能是受

个人工作性质、接受新事物能力、婚姻状态等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次，户主的教育程度，给定网

络接入，低学历家庭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缩小他们与高学历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但给定网络使用

技能，高学历家庭可以充分发挥教育的优势，从而扩大他们与低学历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最后，家

庭收入水平越高、位于东部和城市的家庭财富差距越大，因为这部分家庭有更多途经提升家庭财富，

自然也就拉大了与其他家庭的财富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在实证分析中，选取家庭财富对数的９０分位数与１０分位数的差值来度量家庭财富差距。在稳
健性检验中，用８０分位数与２０分位数的差值以及７０分位数与３０分位数的差值来度量家庭财富
差距。

表７　稳健性检验１：更换家庭财富差距指标

变量

Ｐ８０－Ｐ２０ Ｐ７０－Ｐ３０ Ｐ８０－Ｐ２０ Ｐ７０－Ｐ３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ｎｅｔ
０．７５８ ５．３１５ ０．４０３ ２．８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１８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６）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６２８ ４．７０２ ０．３３３ ２．４９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Ｒ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３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２９９ ０．２２３ ０．２９９ ０．２２３

Ｆ值／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１９３３．９６０ １１５７４．７５０ １９３３．９６０ １１５７４．７５０ ６０９．２７０ ３８９９．４１０ ６０９．２７０ ３８９９．４１０

ＤＷＨ内生性检验 １２０３．９８０ １２０３．９８０ ５０８．１９４ ５０８．１９４

第一阶段Ｆ值 １５３２．８３０ １５３２．８３０ ５０８．５６８ ５０８．５６８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表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采用新的家庭财富差距指标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后，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
技能仍然对家庭财富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鸿沟会扩大家庭财富差距。

以上是通过改变家庭财富差距的度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下面对数字鸿沟的度量方式进行更

改，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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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稳健性检验２：更换数字鸿沟指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ｐｈｏｎｅ
１．４２４ １０．０９０

（０．０６３） （０．３２８）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１６６ １０．０８６

（０．０７６） （０．５５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５９３２ ３５９３２ １７４５３ １７４５３

Ｒ２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６ ０．２９４ ０．２３４

Ｆ值／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１８６６．４８０ １２６６１．０４０ ５７９．９５０ ４０２１．６５０

ＤＷＨ内生性检验 １２１７．６９０ ５２６．８１７

第一阶段Ｆ值 １９５９．５３０ ５７１．９００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一级数字鸿沟为“接入沟”，这次我们从接入网络的设备出发，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中国目

前主要的上网设备为智能手机，因此我们以“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作为衡量一级数字鸿沟的指标。根

据问卷中“［Ｇ１００９ａ］请问您目前使用的手机是哪一种？１：智能手机；２：非智能手机；３：没有手机”这
一问题，我们对其稍作改动，将使用智能手机赋值为１，不使用智能手机和没有手机赋值为０，其统计
结果记为虚拟变量“智能手机（ｐｈｏｎｅ）”。回归结果见表８第（１）和第（２）列。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
归后发现，使用智能手机会显著扩大与没有使用智能手机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检验了一级数

字鸿沟会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结论的稳健性。

二级数字鸿沟为“使用沟”，这里我们用“网络购物”来衡量互联网的使用技能，根据调查问卷中

的“［Ｇ１０２３］您家是否有过网络购物的经历？”这一问题，将其统计结果记为虚拟变量“网络购物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有网络购物的经历赋值为１，从未进行过网络购物的赋值为０，以此衡量二级数字鸿沟。
通过观察表８第（３）和第（４）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网络购物会显著影响家庭财富差距，从而说明
二级数字鸿沟会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结论的稳健性。

（五）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分位数回归

虽然数字鸿沟会显著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但是这种影响也有可能是异质的。因此，Ｋｏｅｎｋｅｒ和
Ｂａｓｓｅｔｔ（１９７８）［４３］提出分位数回归模型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从结构
上对数据的分布有更加清晰了解。参照尹志超和张号栋（２０１７）［２０］的做法，设立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
影响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从家庭层面详细分析数字鸿沟在不同分位点影响的异质性，观察数字鸿沟是

如何在不同分位点影响家庭财富的。

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ｉ＝λ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μＸｉ＋υｉ （３）
Ｑτ ＝０ （４）

其中，ｌｏｇ＿Ｗｅａｌｔｈ表示家庭财富的对数值，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表示ｎｅｔ（网络接入）或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网络使用技能），
Ｘ表示控制变量，υ表示残差项，Ｑτ表示残差υ的τ分位数。

由表９的结果分析可知，网络接入会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但是在不同的分位点上这种影响是递
减的，即随着家庭的财富的积累，ｎｅｔ的系数显著为正，但逐渐下降。这说明网络接入所带来的财富效
应呈边际递减趋势，对于同时接入网络的低财富家庭与高财富家庭来说，网络接入给低财富家庭带来

的财富效应更大，给高财富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更小，因此，网络接入有利于缩小二者之间的财富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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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分位数回归１：一级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ｑ１０ ｑ２０ ｑ３０ ｑ５０ ｑ７０ ｑ８０ ｑ９０

ｎｅｔ
１．０２５ ０．７５６ ０．５８３ ０．４６１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３ ０．３２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Ｐｓｅｕｄｏ０Ｒ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３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１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表１０　分位数回归２：二级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的影响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ｑ１０ ｑ２０ ｑ３０ ｑ５０ ｑ７０ ｑ８０ ｑ９０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７６０ ０．５２８ ０．４５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３６ ０．２８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１ ０．１７７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对表１０的结果分析可知，网络使用技能的提高同样会促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并且网络使用技能
越强，家庭财富积累越多，但是积累的速度会随财富的增多而逐级递减。即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提

高，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但逐渐下降。这说明对于低财富的家庭来说，提升网络使用技能
可以更快积累财富，为弥补与高财富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提供了可能。假说２得到了验证。

六、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检验

为验证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建立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方程：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ｉ＝α０＋α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α２Ｘｉ＋εｉ （５）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β０＋β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β２Ｘｉ＋ｉ （６）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ｉ＝γ０＋γ１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γ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γ３Ｘｉ＋δｉ （７）

其中（５）式为基准模型，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表示家庭财富差距，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表示ｎｅｔ或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表示
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三个机制：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融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和创业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Ｘ表示控制变量，ε、、δ为误差项。

表１１　一级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ｎｅｔ
１．５８８ ０．９９３ １．２７７ ０．２１１ １．５９２ ０．０６２ １．４９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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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５３６

（０．０６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３５９３８

Ｒ２ ０．３５３ ０．１９７ ０．３８３ ０．０９８ ０．３５３ ０．０７６ ０．３６２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表１２　二级数字鸿沟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ｅａｌｔｈ＿ｇａｐ

ｕｓ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３１４ ０．９５４ １．０６３ ０．４０６ １．３０５ ０．０７７ １．２０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６）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６）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４８１

（０．０７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１７４６５

Ｒ２ ０．２９９ ０．１８８ ０．３４１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３１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表１１和表１２第（１）列分别报告了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
中第（２）和第（３）列报告了数字鸿沟通过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回归结
果。通过与第（１）列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第（３）列中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影响的系
数下降，并且第（２）列数字鸿沟对金融投资以及第（３）列金融投资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说明金融投资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在接入互联网或提升网络使用技能后，有更多的机会进

行金融投资，从而显著拓宽了投资渠道，而投资水平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高财富家庭的财富水平，扩

大了与无法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家庭的财富差距。因此，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升拥有网络接入和使用

技能家庭的金融投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

表１１和表１２第（４）和第（５）列报告了数字鸿沟通过影响家庭融资规模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中
介效应回归结果。通过比较第（５）列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与第（１）列的基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表１１
第（５）列中一级数字鸿沟的系数不降反增，并且家庭融资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家
庭融资反而减弱了一级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作用。表１２第（５）列中二级数字鸿沟对家庭
财富差距影响的系数下降，并且第（４）列二级数字鸿沟对家庭融资以及第（５）列家庭融资对家庭财富
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家庭融资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只有二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影响家庭

·３９·

　粟勤，韩庆媛：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基于ＣＨＦＳ数据的实证检验



融资规模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这可能是由于接入网络后，家庭融资渠道增加，普通家庭也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借贷，门槛较低，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提升家庭的融资水平，缩小与高财富家庭之间的财

富差距。而网络使用技能提升所带来的是较高水平的融资能力，比如家庭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天使投

资人为创业项目进行融资，证券投资者在满足从事证券交易满半年，最近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证券类
资产不低于５０万等条件后才可以开通融资融券业务等。

表１１和表１２第（６）和第（７）列报告了数字鸿沟通过影响家庭创业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的中介效
应回归结果。通过与第（１）列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表１１和表１２的第（７）列数字鸿沟的
系数减小，并且第（６）列数字鸿沟对创业以及第（７）列创业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
创业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在接入互联网或提升网络使用技能后，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广、成本低、

效率高的优势积极进行创业，创业家庭比例显著提升，家庭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推进了政府“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政策的实施，而创业又会显著地扩大与低财富家庭的财富差距。

综上分析，一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投资和创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而二级数字

鸿沟还可以通过提升家庭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研究结论为假说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七、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利用ＣＨＦＳ２０１７年的调查数据，通过ＯＬＳ和工具变量２ＳＬＳ回归，从一级、二级数字鸿沟两个角度
出发，实证分析了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同时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

归模型考察数字鸿沟是如何在不同分位点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后实证检验了数字鸿沟扩大家庭

财富差距的机制，最后得到了以下结论：

一级数字鸿沟和二级数字鸿沟都会显著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但是作用机制略有不同，一级数字鸿

沟主要通过扩大家庭的金融投资和创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二级数字鸿沟在前两者的基础上，

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此外，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技能的提升会促

进家庭财富的积累，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积累的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对于同时接入网络的低财富家

庭与高财富家庭来说，网络接入给低财富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更大，给高财富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较

小，为缩小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提供了可能。同样，对于低财富的家庭来说，提升网络使用技能可以

更快地积累家庭财富，有利于弥补与高财富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在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肯

定数字经济的各种积极作用的同时，应该关注那些缺乏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技能的弱势群体，重视数

字鸿沟带来的家庭财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对于那些难以享受数字红利的弱势群体，除了进一

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外，更应该提高家庭网络的使用技能。比如：开展信息技术

的专项辅导，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居民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等还应该开发

简单版的ＡＰＰ，让那些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的弱势群体能够比较便捷地上手使用，以便他们更好
地融入数字化社会，从而为缩小家庭财富差距、确保２０３５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和“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远景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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