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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ＣＨＦＳ），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考察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选择的
影响。结果表明，贫富差距对中国个体创业选择和家庭创业选择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为了检验基本结论

的稳健性，运用工具变量法、替换相关核心变量的度量指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均显示

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具有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贫富差距会通过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外部融资环境等

渠道对居民创业产生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则发现这种负面影响在低财富家庭、农村家庭、低教育水平人群

等社会相对弱势群体更为显著。为了降低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的负面效应，要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

会互信与合作，为社会各阶层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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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惠民利民政策，大众创业已经成为中国各阶

层居民实现自我梦想和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

制”，都体现了国家对于推动大众创业的重视。

人们的创业选择会受到个体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外在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家庭的财富禀赋以及作为经济环境的贫富差距都对创业选择有重要影响。随着全球贫富差距日益加

剧，国外已有文献基于跨国视角讨论了贫富差距对地区创业活力和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如 Ｌｅｃｕｎａ，
２０１４；Ｘａｖｉｅｒ－Ｏｌｉｖｅｉｒａ等，２０１５；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Ｒｏｍｅｒｏ等，２０１７）［１～３］，也有基于美国（Ｆｒｉｄ等，２０１６）［４］、
印度（Ｓａｒｋａｒ等，２０１８）［５］等国的国别研究。

在中国，贫富差距及其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学界也有广泛讨论（周兴等，

２０１０；李实等，２０１９）［６～７］，但是与创业相关的研究仅限于收入不平等或收入差距对人们创业选择影响
的分析（范兆斌等，２０１３；孙早等，２０１９；尹志超等，２０２０）［８～１０］。范兆斌等（２０１３）［８］借鉴 Ｇａｌｏｒ（２０１１）
的理论框架，论证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收入不平等对创业活动的差异化影响，并利用宏观层面的数

据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地区创业活力具有负面影响。尹志超等（２０２０）［１０］则关注中国农村居
民群体内部的差距，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ＣＦＰＳ数据研究发现，农村收入差距越大，农户选择创业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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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就会越低，而流动性约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机制。孙早等（２０１９）［９］从收入不平等的分解视角出发
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企业家精神，努力不平等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收入

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倒Ｕ型关系。
从现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看，较多文献基于融资约束视角进行分析，而对其他影响渠道的分析略

显不足。此外，在贫富差距的指标测度上，多数文献以收入的差距来测度贫富差距，而较少运用家庭

财富的差距进行测度。显然作为存量的财富要比作为流量的收入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更大。为此，本

文将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家庭财富的差距视角系统分析贫富差距对居民创
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蒸蒸日上，但是家庭间收入和

财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得到了诸多证据支持（李实等，２００５；杨耀武等，２０１５；杨灿明等，
２０１９）［１１～１３］。贫富差距反映了一个地区内不同家庭（个体）间的社会分化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程
度，对居民创业会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贫富差距会通过社会信任渠道，对居民创业产生负面影响。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贫富差距会

对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显著负面影响。Ａｌｅｓｉｎａ等（２００２）［１４］利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ＳＳ）数据
库中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的家庭数据分析发现，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人们的信任水平
下降２５个百分点。Ｃｏｚｚｏｌｉｎｏ（２０１１）［１５］通过对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里的９４名学生进行调查试验发
现，获得资源过少或过多的人表现出更低的信任水平和合作意愿。这表明人们之间的交往程度和合

作意愿是社会财富分布平等程度的函数。申广军等（２０１６）［１６］基于 ＣＦＰＳ数据和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通过社会分化机制显著地降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机制分析

表明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分化，并且发现社会地位处于两端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这说明

贫富差距会通过社会分化渠道对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构成负面影响。齐秀琳等（２０１７）［１７］基于２０１３
年ＣＧＳＳ数据分析发现，基于收入差距的身份异质性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作为社会资本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对个体创业选择和企业持续经营具有重要影响（周广肃等，２０１５）［１８］，因此贫
富差距会通过社会信任渠道对居民创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贫富差距会通过社会网络渠道对居民创业产生负面影响。人们总是更倾向于与自己社会

阶层和地位相近的人或组织团体频繁交往，表现出“相似性原则”的社会关系（Ｂｏｔｔｅｒｏ，２００７）［１９］。当
发现与他人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便容易脱离彼此之间的联系。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

社会阶层分化，甚至社会撕裂。各阶层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导致各阶层间很

少有共同点，这将会减缓各社会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来往频率，造成人们的社会网络变窄，信息沟通减

缓和商业机会获取能力减弱，来自亲朋好友的经济支持也会减少，进而抑制个体的创业选择。在传统

的“乡土社会”里（费孝通，１９８５）［２０］，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亲戚、宗族网络以及地缘关系之上的邻里
熟人关系有利于构建更加亲密的关系网络，可以为居民创业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随着中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持续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大规模持续流向城市，人们面对的

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标看，中国由改革开放

初期的２５３２％，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０６０％。在这种更加倾向于陌生人关系的社会结构中，持续扩大
的贫富差距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更加不利于人们建立信任和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因而

对创业者从外界获取的商业信息和资金支持具有负面影响。

最后，贫富差距会通过影响外部融资环境，对居民创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贫富差距导致的

社会阶层分化，容易引发社会不公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胡联合等，２００５）［２１］，正规金融机构基于信贷
资金安全考虑，在授信方面会更加严格和谨慎，这对于低财富阶层、低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等社会相

对弱势阶层将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较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个体之间在资源获取能力上存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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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距，由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往往需要抵押品或较高的信用水平，较大的贫富差距下，将有更

多的低财富阶层难以达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要求，进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创业资金。与此同时，较大

的贫富差距也会削弱人们的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进而对人们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构成障碍。

由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人们从非正规渠道获取创业经营所需资金具有重要影响（马光荣等，

２０１１；周广肃等，２０１５）［２２］［１８］，因此，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恶化了人们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支
持。虽然中国信贷市场日臻完善，但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吕劲松，２０１５）［２３］，中低
财富阶层仍然受制于融资约束困扰。由于创业进入存在资金门槛，并且能否获得持续的外部资金支

持是创业活动持续经营的关键（Ｆｒｉｄ等，２０１６）［４］，因此，较大的贫富差距会恶化中国居民的外部融资
环境，进而对居民的创业活动构成不利影响。

从社会群体的异质性而言，较大的贫富差距会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对本来处于相对弱势的低财富

阶层、低学历人群以及农村居民等群体的不利影响会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中国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贫富差距对中国居民创业选择构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中低财富阶层、农村人口和低学历
等社会相对弱势群体造成的负面冲击更加显著。

假说２：贫富差距会通过抑制人们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外部融资环境等渠道，对中国居民创业
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基于中国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展开相关的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ＣＨＦＳ）。截止目前，已完成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四期的全国调查，为尽
可能地保留样本量和反映当前贫富差距对中国的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２０１７年的调查
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为尽量避免反向因果和稳健性检验需要，本文也用到了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的调查
数据。ＣＨＦＳ２０１７年调查样本涵盖中国２９个省份，超过４万多户家庭，１２．７万多人，数据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本文所使用的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于王小鲁等编写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８》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１．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内生性和反向因果问题，本文所使用的贫富差距变量主要基于调查年份滞后一期的样

本，采用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方法测度某一地区内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家庭

净财富有可能为负，参考陈彦斌等（２００９）［２４］和Ｃｈｅｎ、Ｔｓａｕｒ、Ｒｈａｉ（１９８２）［２５］的修正方法，采用调整后的
基尼系数。由于在样本中存在家庭净财富为负的情况，仅广义熵指数ＧＥ（２）能够进行测度，所以本部
分实证分析中的广义熵指数主要采用ＧＥ（２）。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家庭人均净财富数值进行上下
１％缩尾处理。

２．被解释变量
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创业可以看做是个体的职业选择，因此一些文献立足于个体层面，把从事创

业活动的个体定义为创业者（Ｘａｖｉｅｒ－Ｏｌｉｖｅｉｒａ等，２０１５）［２］，即个体创业；另一方面，由于财富很难在家
庭成员内部划分，因而创业也可以看作是家庭的行为，因此另有一些文献聚焦于家庭层面，认为只要

家庭内有成员从事创业活动即为创业家庭（尹志超等，２０１５）［２６］。为使后续实证分析结论更加稳健，
本文实证部分综合采用上述两个层面的创业定义，并把上述两个层面的创业（个体创业和家庭创业）

统称为居民创业。具体而言，借鉴张开迪等（２０１８）［２７］的做法，把工作性质是“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
自主创业、开网店”的受访者定义为个体创业，同时由于处于初创期的创业者往往以自由职业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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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较多文献把自由职业看作是自我雇佣，因此，本文也把自由职业者纳入个体创业范围。参考尹志

超等（２０１５）［２６］的做法，根据问卷“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来识别创业家庭，即家庭创业。
３．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少因遗漏变量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参考已有相关文献做法，分别在个人、家庭和省

级三个层面设置控制变量。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本文分别控制了年龄、性别（男性为１，女性为０）、
户籍（农村户籍为１，其他为０）、风险偏好（在投资决策问答中，若受访者选择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
目或更高风险的项目，本文把其定义为风险偏好者，设置为１，其他样本则设置为０）、受教育水平（参
考尹志超等（２０１５）［２６］的做法，根据受教育层次折成受教育年限）等。家庭层面，本文控制了家庭规
模、是否持有房产和社会网络（参考胡金焱等（２０１４）［２８］的做法，根据家庭对非家庭成员的节假日、红
白喜事支出总额加１取对数进行测度①）。省级层面，本文控制了人均 ＧＤＰ（取对数）、地区市场化水
平、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取对数）。表１给出了相关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创业 ４０００１ ０．１４２８ ０．３４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个体创业 １０８０２９ ０．０８０４ ０．２７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１０８３０１ ０．５８３６ ０．０６８４ ０．３８９０ ０．８１８０

年龄 １０８２５４ ４８．７５５３ １７．８５４５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

性别 １０８２９６ ０．４９８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教育水平 １０７９４１ ９．３４３７ ４．５１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户籍 １０８０４３ ０．５６７４ ０．４９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风险偏好 １０８２７２ ０．０９０７ ０．２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家庭规模 １０８３０１ ３．７５５９ １．６９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房产 １０８２６８ ０．９２７３ ０．２５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社会网络 １０８３０１ ５．５６２０ ３．６３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１７０

２０１５年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１０８３０１ １０．８７６９ ０．３７８０ １０．１７２２ １１．５８９５

２０１５年金融市场化指数 １０８３０１ ７．３２２６ １．７３１０ ２．７８００ １０．１１００

２０１５年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０８３０１ ０．２３０１ ０．０８９６ ０．１３０９ ０．６２６９

２０１５年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０８３０１ ３．０７９２ ２．９８９７ ０．４４４７ １１．１３７２

２０１５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 １０８３０１ ９．７８６２ ０．６６７７ ８．０７４２ １０．７８５４

（三）实证方法

由于个体（或家庭）创业选择是二值虚拟变量，本文主要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估计贫富差距对中国
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借鉴已有相关文献的做法（张开迪等，２０１８；周广肃等，２０１５）［２７］［１８］，构建如下
基准计量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Ｅｎｔｒｅｐｉｊ＝１）＝Φ（α＋βＧｉｎｉｉ＋γＸｉｊ＋δＺｋ＋μｉｊ） （１）
其中，Ｅｎｔｒｅｐｉｊ表示第ｉ个城市中第ｊ个家庭或个体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Ｇｉｎｉｉ表示第ｉ个城市的基尼系
数；Ｘｉｊ表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相关控制变量；Ｚｋ表示省级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μｉｊ为不可观测的误
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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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检验的思路如下：首先，利用滞后一期的基尼系数对中国个体创业选择和家庭创业选择分别

进行回归估计，得到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然后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更换贫富差距度量指标、把市

级贫富差距指标改为更低级别的县级贫富差距指标、重点考察新创业者、构造面板数据等一系列方

法，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表２为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１）和（３）为未控制相关变量的回
归，模型（２）和（４）是控制了所有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表中所有回归系数均为边际效应。从实证结果
看，不管是从个体创业的角度还是家庭创业的角度，相关估计结果均显示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选择具

有负面影响，并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另外，贫富差距的边际效应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从个体
创业角度看，模型２显示，市级基尼系数每提高０１个单位，个体创业概率下降０９２％。这大概是个
体创业比例的１１４％；类似地，从家庭创业的角度看，模型４显示，市级基尼系数每提高０１个单位，
家庭创业概率下降达到了１４３％。该数值是家庭创业比例的１０％。上述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
１。即中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选择具有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印证该结果的可靠性，本文
随后将进行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１５４６

（０．０３２０）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３１０）

年龄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４５）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户籍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３）

风险偏好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０５４）

家庭规模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１１）

房产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１）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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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金融市场化指数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３２２）

２０１５年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０．２３９６

（０．１３７５）
０．３２６７
（０．２８４５）

２０１５年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１２）

２０１５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７２）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８０２９ １０７３６３ ４０００１ ３９８６４

　　注：表中的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二）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由于ＣＨＦＳ数据库出于保护受访者隐私未公开市级层面代码对应的城市，上述基准回归并没有
控制市级层面因素，因而有可能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再者贫富差距水平也会受一个地区创业率高低

的影响，尽管在回归中已采用滞后一期的基尼系数来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但是仍然无法避

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接下来尝试寻找工具变量的办法进行克服。借鉴尹志超等

（２０２０）［１０］的相关方法，本文采用样本中滞后一期市级层面儿童占该市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占该市人
口比重作为滞后一期贫富差距的工具变量①。队列模型（Ｃｏｈｏｒｔ－Ｓｉｚｅ）假说表明，理论上儿童和老人
占人口比例往往与地区内收入差距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外，滞后一期的市级层面的人口结构对单个

家庭的当前创业相对而言是外生的。因此，采用上述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理论可信度。

运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采用两步法进行估计，表３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第（１）、（２）列是从个
人层面考察，而第（３）、（４）列则是从家庭层面考察。从第（１）、（３）列的估计结果看，不管是个人层面
还是家庭层面，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都构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来看，第（２）、
（４）列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均显著为正。另外，第（３）列家庭创业的 Ｗａｌｄ内生性检验（Ｐ值）表明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基尼系数可以被看做是内生的。过度识别检验的Ｐ值则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
过度识别问题，即认为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个体创业的相关检验也基本一致。因此在考虑了内生

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仍然一致。

表３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３．４７２５

（１．４９０５）
－４．１５９８

（１．９７０４）

市级儿童占比
０．２０８９

（０．０４３９）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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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１） （２） （３） （４）

市级老人占比
０．２５５３

（０．０４４１）
０．４１０２

（０．０７０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内生性检验（Ｐ值）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４１６

ＯｖｅｒｉｄＰ值 ０．３９９９ ０．２４０４

样本量 １０７３６３ １０７３６３ ３９８６４ ３９８６４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水平上显著。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进一步验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接下来分别采

取替换贫富差距指标、降低地区级别、仅考虑新增创业和构造面板数据等方法展开进一步讨论。

１．替换贫富差距指标
首先，为避免基尼系数对高财富人群过度敏感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市

级广义熵指数ＧＥ（２）替代市级基尼系数，表４模型（１）和模型（４）分别是相应的个体创业和家庭创业
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以广义熵指数度量的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选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

基准结论稳健。其次，市级层面可能范围过大，贫富差距对人们的社会网络和融资影响可能并不能体

现，因而可能存在度量误差，因此，本文尝试从县级层面的贫富差距做进一步分析。由于２０１７年之前
的调查数据并未提供县级代码，因此本文接下来基于２０１７年县级层面数据重新计算县级基尼系数和
广义熵指数ＧＥ（２），模型（２）和（５）基于县级基尼系数，模型（３）和（６）基于广义熵指数ＧＥ（２）。从估
计结果看，县级贫富差距对个体创业和家庭创业均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４　ＧＥ（２）指标和县级基尼系数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个体创业 家庭创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５年市级
ＧＥ（２）

－０．０７７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１２１）

县级基尼系数
－０．３５９９

（０．０７８４）
－０．２５４９

（０．１１２８）

县级ＧＥ（２）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１３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０７３６３ １０７３６３ １０７３６３ ３９８６４ ３９８６４ ３９８６４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水平上显著。

２．只用２０１７年新增创业数据
根据严格的创业定义，创业一般是指新进入从事工商经营的个体或家庭。为此，本文首先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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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年均有工商经营的家庭和２０１５年有工商经营，而２０１７年退出经营的家庭。通过
整理，得到一个仅包含两个调查年度均没有创业的家庭和仅在２０１７年有创业的家庭的调查样本。其
中，创业家庭有３３０６个，占全样本的９．２％。

表５第（１）和（２）列分别为基于２０１５年基尼系数和２０１５年广义熵指数ＧＥ（２）的回归结果。模型
估计结果均表明贫富差距对于家庭选择进入创业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这表明即使把创业定义为新进

入创业，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由于新创业样本在数据样本中数量较少，可能存在稀有事件偏差（ＲａｒｅＥｖｅｎｔＢｉａｓ），为此，参考陈
强（２０１４）［２９］的做法，本文进一步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５中模型（３）和（４）
所示。贫富差距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贫富差距对于居民创业选择确实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表５　采用新创业家庭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８８２３

（０．１８１７）
－１．５９６５

（０．３２３５）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１０５３

（０．０１６２）
－０．１９０１

（０．０２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５８１７ ３５８１７ ３５８１７ ３５８１７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

３．构造市级面板数据
横截面数据分析依赖于跨城市间个体或家庭创业的差异，而没有考虑跨时间上的差异，这容

易导致遗漏变量问题，为了尽量克服该缺陷，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库》中的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数据，构造平衡面板。贫富差距指标（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仍然
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进行测度。在回归估计方法上，本文采用了面板 Ｌｏｇｉｔ模型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以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表６为相关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贫富差距指标的回归系数仍然为
负。这表明即使考虑时间维度，贫富差距对个体创业或家庭创业的影响仍然为负，进一步印证

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６　采用两年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基尼系数
－１．２００５

（０．４６８２）
－２．４０４

（１．０７０）

ＧＥ（２）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３９）
－０．６１５５

（０．２４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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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Ｘｔｌｏｇ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９６８５ ４９６８５ ４９６８５ ４９６８５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四）机制检验

１．社会信任渠道
为了检验社会信任渠道的存在性，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根据 ＣＨＦＳ调查问卷中的“您对不

认识的人信任度如何”设置社会信任变量，数值范围为１～５，数值越大，信任度越高。运用最小二乘估
计法（ＯＬＳ）对贫富差距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具体得到表７中的回归结果。表７第
（１）至（４）列分别为不同指标度量的贫富差距对人们社会信任的估计影响。可以看出以各类指标度
量的贫富差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贫富差距均对人们的社会信任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进

而支持了理论假说２的相关推断。

表７　贫富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２５０２

（０．０８８３）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７５）

县级基尼系数
－０．３７５３

（０．０６２２）

县级ＧＥ（２）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０７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６１８ ３９６１８ ３９６１８ ３９６１８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水平上显著。

２．社会网络渠道
为了检验社会网络渠道的存在性，参考社会网络相关文献（胡金焱等，２０１４）［２８］的方法，根

据家庭对非家庭成员的节假日、红白喜事支出总额加 １取对数进行测度，由于样本家庭中约有
２８９％的家庭支出为０，如果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可能导致结果有偏①，为此，本文首先基于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８第（１）列是市级基尼系数对家庭社会网络强度的估计结果，（２）至
（４）列分别为市级广义熵指数、县级基尼系数和县级广义熵指数对家庭社会网络强度的估计结
果。上述实证结果均表明贫富差距对中国家庭社会网络强度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分布的依赖性很强，如果扰动项不服从正态分布或存在异方差，则 ＱＭＬＥ估计就不一致
（陈强，２０１４）［２９］。为弥补该缺陷，本文采用了“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ＣｅｎｓｏｒｅｄＬｅａｓｔ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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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实证分析发现，即使在使用最小二乘估计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对家庭社会网络强度的影响仍然为负。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ＣＬＡＤ）方法进行估计，表８第（５）列为模型估计的结果。从回归系数看，贫富差
距对中国家庭社会网络强度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贫富差距确实对人们的社会网络产生了负面

影响。上述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说２的部分结论。

表８　贫富差距对家庭社会网络强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ＣＬＡＤ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４．９４３４

（０．４７１５）
－１．７１３３

（０．２１７０）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３３２３

（０．０３９８）

县级基尼系数
－４．４５３０

（０．３３５０）

县级ＧＥ（２）
－０．２７８５

（０．０４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０００２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７０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

３．外部融资环境渠道
外部融资环境包括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在正规金融渠道的实证检验方面，本文根据

ＣＨＦＳ２０１７调查问卷中的“截止目前，您家是否曾向银行或信用社申请贷款，但被拒绝？”构建正规金融
可得性虚拟变量，拒绝为１，反之为０。基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得到表９中的估计结果。第（１）至（４）列显示
的结果均表明贫富差距较大地区显著增加了人们申请贷款被拒绝的概率，这意味着处于贫富差距较

大地区的家庭受到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贫富差距导致人们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可能性和力度下

降，由于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贫富差距对中国居民创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该传导机制的存在证

明了理论假说２的部分结论。

表９　贫富差距对家庭正规融资渠道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６０３２

（０．１９６９）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１０６

县级ＧＥ（２）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１５２）

县级基尼系数
０．８８９４

（０．１４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６０８ ３６８３４ ３９６０８ ３９６０８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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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正规金融是外部融资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贫富差距对人们的非正

规金融渠道融资的影响。由于民间借贷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亲朋好友的借款（胡金焱等，２０１４）［２８］，且
一个居民的借出款必然会等于另一个居民的借入款，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根据 ＣＨＦＳ２０１７调查问
卷中的“目前，您家借出款至今还有多少钱没有收回？”的回答情况，以居民“借出款”来反映人们对民

间融资的资金支持力度和人们获得民间融资的可能性。由于借出款数据在样本间差异较大且部分存

在０值，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对该变量通过加１并取对数进行了处理。
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本文估计了地区贫富差距对居民资金借出量的影响，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其

中第（１）至（４）列分别为不同指标度量的贫富差距对居民资金借出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看，虽然第
（１）列贫富差距的系数不显著，但是第（２）至（４）列贫富差距的系数总体较为显著，因此，从总体而言，
贫富差距对人们的资金量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较大的贫富差距下，人们对民间融资的资金支持力

度更弱；而从资金需求的角度讲，较大的贫富差距也意味着潜在的创业者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外部

资金支持的难度更大。

表１０　贫富差距对家庭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０７７２
（０．３４０１）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２７３）

县级ＧＥ（２）
－０．１３２２

（０．０２７４）

县级基尼系数
－０．５４９９

（０．２４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较大的贫富差距确实对人们的外部融资环境构成了负面影响，而外部有力的资金

支持对居民创业选择和持续经营尤为重要，因此，贫富差距会通过影响人们的外部融资环境，进而对

中国居民创业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五）异质性探讨

１．贫富差距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
根据人们选择创业的动机进行划分，学者通常把居民创业区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通

常把出于追逐商机目的的创业认定为机会型创业，而把因缺乏就业选择、迫于生计而被动创业的情形

归类为生存型创业。由于机会型创业对外部资源、信息和团队等要求更高，因此，较高的社会信任水

平、广泛的社会网络和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机会型创业活动（Ｋｗｏｎ等，２０１０；李雯等，
２０１６）［３０～３１］。本文理论分析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容易导致社会分化，进而会降
低社会信任水平、不利于人们的社会网络拓展和深化，同时也会恶化人们外在的融资环境。因此可以

推断，与生存型创业相比，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将会更加显著地抑制人们的机会型创业。

为了对上述理论推理进行实证检验，根据ＣＨＦＳ２０１７中受访者对从事创业的动机的回答，本文把
选择“从事工商业能挣的更多”“理想爱好、想自己当老板”和“更灵活，更自由”的家庭定义为机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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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而把选择其他选项的家庭定义为生存型创业。

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表１１分别估计了不同贫富差距指标对中国居民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选择
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虽然贫富差距对中国居民的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均产生负面影响，但是

从回归的边际效应看，贫富差距对机会型创业影响更大。

表１１　贫富差距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机会型 生存型 机会型 生存型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１８８）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３９８６５

　　注：表中系数均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５％水平上
显著。

２．贫富差距对不同财富禀赋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
关于家庭财富禀赋的度量，本文以样本家庭的家庭人均净资产进行度量，并在模型估计中对该变

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以避免异方差问题。由于居民创业选择是虚拟变量，所以本文仍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
型进行估计并运用交互效应分析方法考察了贫富差距和财富禀赋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共同作用情况。

表１２为具体的回归结果。
表１２第（１）至（４）列分别报告了以不同指标度量的贫富差距与家庭人均净资产的交互效应估计

结果。通过观察贫富差距与家庭人均净资产的交互项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以基尼系数度量的

贫富差距指标，还是广义熵指数度量的贫富差距指标，也不管是在市级层面，还是在县级层面，贫富差

距指标与家庭人均净资产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家庭的财富禀赋能够降低贫富

差距对中国家庭创业选择的负面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由于低财富阶层拥有较低的财富禀赋，在

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低财富阶层将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这将造成该群体具有更低的创业意

愿。上述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１的部分观点。

表１２　不同财富禀赋下贫富差距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５．７８０３

财富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４８０４

家庭人均净财富 ０．００４２ ０．２３９２ －０．０８２０ ０．２００３

财富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４１５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５０１８

财富县级基尼系数 ０．６３３０

县级基尼系数 －６．８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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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财富县级ＧＥ（２） ０．０８４１

县级ＧＥ（２） －０．９３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３４５ ３８３４５ ３８３４５ ３８３４５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１０％水平上显著。

３．贫富差距对中国不同教育水平户主创业选择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是个体拥有的一项重要资源禀赋。拥有较少教育资源禀赋的个体学习能力往往更

弱，相对弱势的地位导致其更不容易从外部获取资金支持，同时，较少的教育禀赋也会限制该个体拓

展自身的社交网络空间。相对而言，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会更强一些。由

于贫富差距会加剧社会分化，进而会降低社会信任、不利于拓展社会网络和恶化外部融资环境等对个

体经济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对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而言，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恶化这类人群的处

境，因而对其的影响就会更大。即贫富差距更有可能对低教育水平的居民创业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推断的合理性，本文把ＣＨＦＳ２０１７家庭样本根据户主学历状况划分为“低教育
水平家庭”、“中等教育水平家庭”和“高教育水平家庭”，分别对应的户主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

和中职”和“大专及以上”。运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表１３所示的回归结果。从贫富差距指
标的估计系数看，贫富差距对中国低教育水平家庭创业选择均构成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高学历人群

影响不显著。该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理论假说１的相关结论。

表１３　贫富差距对低教育水平家庭创业的影响

变量
低教育水平家庭创业 中等教育水平家庭创业 高教育水平家庭创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５年市级基尼系数
－０．１７０２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７９８）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９２７）

２０１５年市级ＧＥ（２）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５７５５ ２５７５５ ７７７４ ７７７４ ６３３５ ６３３５

　　注：表中系数均为平均边际效应；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稳健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着重考察了贫富差距对中国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并基于理论分析和国情提出了相关假说。

基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１）地区的贫富差距对中国居民创业选择产
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从个体创业角度看，市级基尼系数每提高 ０１个百分点，个体创业概率下降
０９２％。这大概是个体创业比例的１１４％；类似地，从家庭创业的角度看，市级基尼系数每提高０１
个百分点，家庭创业概率下降达到了１４３％。该数值是家庭创业比例的１０％。为了检验基准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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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稳健性，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替换相关贫富差距指标和创业度量指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等进行稳

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表明贫富差距对居民创业确实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２）从影响机制看，实证
检验了贫富差距会通过社会信任渠道、社会网络渠道和外部融资环境渠道等对中国家庭创业产生负

面影响。（３）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生存型创业而言，贫富差距对机会型创业影响更大；财富水平越
低的家庭越容易遭受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村家庭要比城市家庭更易受到地区贫富差距的负面影

响；相对于高教育水平户主而言，贫富差距会对较低教育水平户主产生更加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首先，要改善外在的贫富差距状况，特别是改善中国中低财富

阶层、农村人口和低学历等社会相对弱势群体的创业禀赋，增强该群体进行创业活动的经济实力。具

体而言，一是可以通过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制改革和对弱势群体的补贴力度，缩小社会贫富

差距。二是可以通过扶持和培育社会公益组织和互助团体，进一步发挥社会公益事业对缩小贫富差

距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作用。三是要不断优化中国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

公共服务体系，解除社会相对弱势群体创业的后顾之忧。四是要完善相关创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提

供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资源，为社会相对弱势群体特别是低教育水平人群提供人力资本提升与积累

的途径，提升社会相对弱势群体的创业技能。其次，要重视因外在的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

本文的研究表明外在的贫富差距会加剧社会分化，进而降低社会信任水平，抑制社会网络和恶化外部

融资环境，这对中国居民的创业选择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机会型创业更加依赖良好的社会信任水

平、广泛的社交网络和充裕的外部资金支持，因而社会分化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更加明显。为降低中

国的社会分化水平，促进大众创业，关键要促进中国社会融合发展，特别是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流

动人口市民化。要着力减少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的制度障碍，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社会分

化对居民创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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