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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基于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项质略 1,2，张德元 1，王雅丽 2
（1.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利用 2014—2018CFPS 数据，基于农村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

其异质性，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作用存在长期效应；金融素养对家庭
人口规模较大的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村庄层面的土地要素与资金要素市场化水平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之
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村庄层面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水平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具有
负向调节效应。据此，应多措并举加大对农民金融素养的培育力度，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科学引导农村要素市场化流动，为农户创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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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rural househol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moderating effect of factor marketization
XIANG Zhilue1,2, ZHANG Deyuan1, WANG Yal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2014-2018 CFPS data,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rural factor marketization level,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rural househol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nancial literacy promote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household’s entrepreneurship , with the
above impact having long-term effects and financial literacy having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with larger family size. Meanwhile,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of land and capital elements at the village level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dditionally, at the
village-level, labor marketization level has a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Thereby, variou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financial
literacy, construct a more complete factor market alloc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scientifically guide the flow of rural
factors to create a good marke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farmers to start business.
Key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rural households’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 integration; factor marketization; moderating effects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在我国，“三农”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的特殊性赋予了农户创业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意义。

创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实现创新

农户创业对于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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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农户开展
多种形式创业，对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
增收等社会问题有着积极作用，有利于农村产业发
展[1]。鉴于此，国家层面上对农户创业给予了积极
的政策支持及科学的规划引导。在相关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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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农村的创新创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入收益的价值创造过程[9]，生产资源要素的可获得

2019 年 12 月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 850 万

性对创业的启动具有重要意义。要素市场化是各类

人 ，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然而，农民的文

资源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10]。农

化程度相对偏低，思想观念较为陈旧，加上我国的

村地区的要素市场化水平影响着农户资源要素配

快速城镇化进程从农村带走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农

置，进而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的关系有可能产生

村地区的创业活力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

调节效应。考察要素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有助于从

说明，促进农村地区的创新创业仅仅依靠外部政策

农村发展的全局看待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的关系

是不够的，需要更多地从微观层面提升农户创业的

问题，拓展研究的广度。为此，笔者拟利用

自身条件和能力。

CFPS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调查数据，基于农

①

金融素养包括个体的金融知识、金融意识能力
[2]

村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深入阐释金融素养

以及行为习惯 ，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助于个体通过

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为持续激发农村的

对投资成本及收益的准确测算、对风险的合理判断

创业创新活力提供借鉴。

来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

[3,4]

。同时，创业也是一种通

过平衡风险与收益实现经济价值的项目投资活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因此，金融素养是研究农户创业的一个重要视角。

创业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创业者、创业机会和创

当前，已有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素养对家庭创业

业资源三大基本要素的平衡与适配，创业者通过整

的影响。尹志超等利用 CHFS 数据验证金融知识与

合资源及机会开发实现创业目标[11]。金融素养作为

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知识可以降低金融

创业者重要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创业资源整合及

[5]

约束对创业精神的抑制进而提高家庭创业意愿 。

机会开发作用于农户创业。农村要素市场化水平对

赵朋飞等进一步发现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创业概

农户创业资源整合形成制约，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

[6]

率的影响比城镇家庭更大 。孙光林等基于江苏和

业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

山东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发现金融知识水平通过

1．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拓展信息获取渠道和改善风险偏好促进被动失地

首先，农户创业的主体是农村家庭，家庭成员

[7]

农民的创业意愿 。苏岚岚等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分

的金融素养直接影响创业者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

析了金融素养对提升农户创业意愿的作用并发现

与经营管理能力。丰富的金融知识、良好的金融意

参加创业培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金融素养对

识与行为习惯有助于农户及时掌握自身财务状况，

[8]

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

合理规划未来开支并提前做好准备，确保创业项目

文献梳理表明，以往研究验证了金融素养对农

财务管理的健康有序[12]。其次，创业资源是创业者

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并从创业主体的融资偏好、信

开发创业机会的基础条件。资源优化与资源拼凑是

息获取等方面分析了作用机制，奠定了国内金融素

创业资源整合的两种方式[13]，两种方式的成本与优

养与农户创业关系研究的基础。然而，仍有以下两

势不同[14]，因此合理选择资源整合方式对于创业项

方面研究的不足有待深化：一方面，现有研究讨论

目的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户对投

了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即时性与总体性影响，忽

资回报与货币时间价值等概念的理解，能够更好地

视了影响效应随时空演变而可能存在的差异。在时

估算创业资源整合的成本与收益，优化创业资源整

空的维度上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有助

合方案。此外，个体对价值差异的感知有助于发现

于明晰影响作用的时效性与异质性，提升研究深

创业机会[15]，投资回报等金融知识有助于有效估算

度。另一方面，现有文献聚焦于金融素养通过改善

资源整合的财务成本与机会开发的预期收益，提高

个体对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配置进而促进创业

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评估能力，对个体的创业决策

的作用机制，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创业是一个

至关重要[16]。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来看，金融素养提

通过生产资源要素的组合，引入新的生产经营体系

升了农户自身的创业能力，有助于农户优化创业资

进行合理配置及有效组合，获取高于原资源要素投

源整合，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据此，提出以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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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对农户创业产生影响的机理路径遭受阻隔。随着

H1：金融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

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要素

2．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影响的时空特性

的市场化流动加速，促进了有效市场价格的形成，

进一步从时空演变的视角来看，金融素养对农

也提高了资源的可获得性。要素市场化流动的频率

户创业的影响存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与空间上的异质

（次）越高、交易参与主体越多，则要素价格越能

性。从时间上来看，创业机会的发现具有很大的偶

反映市场均衡价值，农户基于有效的市场价格获取

然性，且创业是一个从想法形成到组织筹备再到项

资源的可得性程度越高，金融素养通过资源整合优

目启动的动态过程，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存在促进

化与创业机会开发的逻辑机理促进农户创业的影

作用并不意味着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某个农户在短

响效应越强。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期内必然实现创业。然而，作为个体的知识储备、
意识习惯与能力特质，金融素养不易随着时间的演

H2：农村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素养对农
户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大

进而削弱，其对农户创业资源整合以及机会开发的
作用将长期存在，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存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从空间上来看，我国农村集

1．数据来源

体所有产权制度决定了农村地区特有的山、林、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地等创业资源存在特殊的公共与社会属性。作为以

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上创业资源的产权所有者，村集体以人、户为单位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 调查目标样本

对集体成员发包分配。因此，农户从村集体分配得

规模为 16 000 户，问卷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

到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规模大小，家

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问卷类型，覆盖了全

庭人口数量较多、族群规模较大的农户可以通过直

国 25 个省（区、市）。结合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的

接控制或内部交换等方式掌握更多的创业资源。承

研究主题，本研究将 2014 年、2016 年与 2018 年的

袭前文的机理分析路径，若该类农户具备较高的金

CFPS 调查数据进行关联匹配，使用 2014 年调查数

融素养，则会产生创业资源数量多且整合效率高的

据来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同时使

双重叠加效应。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用 2016 年与 2018 年跟踪调查中的农户数据进行补

H1a：从时间上看，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作用存在长期效应

充研究，从时间演进的角度检验金融素养对农户创
业影响的延续性。数据选取的理由如下：一方面，

H1b：从空间上看，金融素养对不同农户创业的

2014 年调查问卷是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期包含金融

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家庭人口规模较大农户创业的

素养相关模块的 CFPS 问卷②，且 CFPS2014 年调查

影响作用更大

问卷中的金融素养相关问题数量在同类全国范围

3．农村要素市场化的调节效应

的大型微观调查中是最全面的。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流动存在一定

CFPS2014 年调查中的金融素养相关问题具有较好

的制度壁垒，非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导致要素价格失

的层次性，包括了利率、复利、储蓄、货币时间价

灵，难以反映资源要素的市场均衡价值，造成资源

值、通货膨胀、投资产品风险、股票基金及理财产

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若价格高于均衡价值则导

品投资等金融知识，此外还包括了借贷意识、财务

致要素需求小于要素供给，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

规划、筹资能力等金融意识及运用能力。

面，若价格过度低于均衡价值则导致要素需求大于

2．变量选取

要素供给，影响资源要素的可获得性且为权力寻租

（1）农户创业。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创业。CFPS

留下了空间。在此背景下，要素市场价格的失灵会

中关于农户创业决策的问题是“过去 12 个月，您

影响农户对创业资源整合的成本估算，也会阻碍农

家 是 否 有 家庭 成 员 从 事个 体 经 营 或开 办 私 营 企

户通过价值差异感知发现创业机会，资源可获得性

业”，回答选项为“是”或“否”，以农户回答情况

问题会增加农户创业机会识别的不确定性，金融素

作为实际取值，设置农户创业决策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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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于做饭的情况。

CFPS 问卷中金融素养相关问题由最熟悉家庭财务

3．金融素养变量的因子分析

状况的家庭成员回答。关于金融素养的定义及衡量

首先，问卷中选取的金融知识问题存在明确的

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口径与方法。目前国际上广泛

标准答案，根据回答正确与否进行虚拟变量赋值，

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构建的 PISA 框架进行金

金融意识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则按照李克特五等量

融素养测评，该框架包括金融知识、运用能力、意

表法进行赋值。为了避免因赋值方法不同造成的统

[17]

借鉴 PISA

识态度等方面的内容。张欢欢和熊学萍

计偏差，将按照五等量表法赋值的问题转化为虚拟

测评框架，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建构了一套专门针

变量赋值，具体方法为答案选择“符合、比较符合、

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体系。参照其体系

非常符合”设置为 1，其余则设置为 0，以保持变

框架，从 CFPS 金融素养模块中选取了 27 个相关的

量统计口径的统一性。

问题，并按照基本知识、理解运用等六个维度进行

其次，在对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进行因子分析之

分类。金融素养的测评涉及变量权重的确定, 现有

前，针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以确定问卷调查

的变量权重设置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以及客

结果的可靠性。信度检验克朗巴哈系数 α 为 0.962，

观赋权法，主观赋权包括专家赋权、直接加总法等,

说明选取的 27 个变量内部一致性情况良好，可信

客观赋权包括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为了提高测

度较高。同时，因子分析是为了从众多变量中提取

评的客观性，同时避免较多维度金融素养在计量模

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因子，该方法需要原变量存在一

[18]

型中的共线性，本研究借鉴余文建等

因子分析的

定的相关关系。使用 KMO(Kaiser-Meyer-Olkin) 和
巴特利特(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球形方法对选

方法来测评受访农户的金融素养。
（3）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论证金融素养

取的问题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

与农户创业的关系，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控制

为 0. 986，表明选取的金融素养问题间具有很强的

变量，以尽可能地控制更多农户间的异质性。借鉴

相关性; 球形度检验统计量 P 值为 0. 00，拒绝了相

[19]

蔡栋梁等

对家庭创业的研究中按照个体、家庭和

地区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的方法，选择农户家庭
特征、资金状况、社会资本、地方条件作为控制变
[20]

量。家庭特征方面，参照莫媛等

就人口学特征对

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的原假设，说明数据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
再次，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提取到 3 个公
共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8.113%。参照余文建、

农户创业影响的研究结论，选取农户户主 婚姻情

尹志超等[18,23]对金融素养测评的研究，公共因子的

况、年龄及平方项、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及平方项

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60%以上则大部分金融素养

等变量。资金状况方面，农户创业资金一般来源于

信息得到体现，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可以有效涵盖

自有资金与外部借贷，控制家庭存款情况反映自有

农户金融素养水平。为了解公共因子覆盖的农户金

③

[21]

资金状况，参照项质略等

就外部借贷对农户创业

影响的研究结论，控制农户正规、非正规借贷情况。
[22]

融素养维度，通过正交旋转变换得到旋转后的因子
载荷, 并分析公共因子主要承载着哪些金融素养信

社会网络与农户创

息，27 个变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如表 1 所示。其中

业研究中的方法，选取农户礼金支出作为社会资本

公共因子 F1 包括了利率标准等 20 个变量，公共因

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因习俗不同礼金支出可能

子 F2 包括了股票概念等 5 个变量，公共因子 F3 包

会存在较大的地区偏差，加入外出就餐费用、通讯

括了借贷使用与负债意愿 2 个变量。

对于社会资本，参考马光荣等

费用和同灶吃饭人数控制社会资本。地方条件方

之后，计算得到旋转后的公共因子得分系数矩

面，加入地区人均 GDP 变量以控制地方经济发展

阵，并计算 3 个公共因子的得分。最后，以各因子旋

水平，为了更精确地区分农户生活条件的异质性，

转载荷方差百分比为权重，将各公共因子得分进行加

控制农户家庭是否具备天然气、煤气、电等现代化

权求和计算得到每个农户的金融素养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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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公共因子

F1

金融素养变量

因子载荷

金融素养变量

因子载荷

0.621

消费模式

0.875

0.568

选择金融产品模式

0.619

记账习惯

0.499

花钱观念

0.577

利率标准
储蓄回报
复利计算

0.596

通货膨胀

0.620

公共因子

F1

储蓄观念

0.612

主观投资倾向

0.694

货币时间价值

0.706

筹资能力

0.679

风险收益对称性

0.816

股票概念

0.595

股票基金风险

0.433

决策银行

0.540

投资产品风险

0.690

基金概念

0.668

购物承受能力
按时交纳账单
关注财务状况

0.815

长期财务规划

0.658

财务收支管理

0.825

F2

0.870

理财产品

0.668

0.872

股票市场

0.643

F3

借贷使用

0.606

负债意愿

0.660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水平为-0.021 7。为了初步考察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表 2 列出了因变量、自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之间的关系，对创业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评价水

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由表 2 可以看出，调查期内我

平进行了比较分析。样本中 516 户创业农户金融素

国农村地区的创业活跃程度并不高，样本农户平均

养水平为-0.015 1，高于平均水平，说明金融素养与

创业概率为 7.33%。同时，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

农户创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后文将通过计量模型

平较低，由因子分析获得的样本农户金融素养平均

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表 2 各变量取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取值

样本量

农户创业

0或1

6 972

0.073 3

0.261

金融素养

因子分析获得

6 972

-0.021 7

0.154

6 894

50.14

户主年龄

实际值

年龄平方

实际值

6 894

最高学历

1～8 之间的整数

6 972

学历平方

实际值

6 972

婚姻状态

0或1

6 894

均值

标准差

13.99

2 710

1 428

3.852

2.396

20.60

25.90

0.862

0.345

最小值

最大值

0

1

-0.245

1.052

16

92

256

8 464

1

8

1

81

0

1

现金存款

实际值（万元）

6 972

1.427

3.833

0

50

正规信贷

实际值（万元）

6 972

0.325

2.947

0

140
300

非正规信贷

实际值（万元）

6 786

0.689

4.744

0

通讯费用

实际值（万元）

6 786

0.013 8

0.016 8

0

0.500

外出就餐支出

实际值（万元）

6 972

0.0111

0.032 9

0

0.800

礼金支出

实际值（万元）

6 972

0.272

0.449

0

10

同灶吃饭人数

实际值

6 972

3.297

1.707

0

14

人均 GDP

实际值取对数

6 972

4.787

1.955

2.746

11.51

现代化做饭能源

0或1

6 972

0.427

0.495

0

1

注：最高学历变量为农户家庭成员中的最高学历层次，数值越大则学历越高；由于变量之间缺失值不同，不同变量的样本数存在差异。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1．模型构建
由于因变量农户创业为二元虚拟变量，本研究
用 Probit 二元模型来估计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决策

的影响，设定如下：
Entrepi=α+βFinli+γXi+εi

(1)

式（1）中，Entrepi 代表农户的创业决策，α 为
常数项，Finli 代表农户的金融素养，Xi 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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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i 为误差项。

地方条件等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

同时，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交互项来估计要素市

创业农户可能受益于创业经历而使得自身的金融
素养得到提高，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决策之间可能

场化的调节效应，设定如下：
Entrepi=ρ+σFinli+πFaci+μFinliFaci+φXi+τi (2)

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借鉴尹志超与

式（2）中，ρ 为常数项，Finli 代表农户的金融

苏岚岚等[5,8]挑选工具变量的做法，选取同一村庄相

素养，Faci 代表农户所在地的要素市场化水平，Xi

同收入阶层除样本农户外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

为控制变量，τi 为误差项。

为工具变量。如表 3 所示，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2．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实证检验

模型 4 汇报了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5 汇报了

依次加入农户家庭特征、资金状况、社会资本、

加入工具变量后的 IV-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表 3 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实证检验

金融素养
户主年龄
年龄平方
最高学历
学历平方
婚姻状态

(1)
Probit
0.766 1***
(0.109 7)
0.010 1
(0.011 2)
-0.000 2*
(0.000 1)
0.368 8***
(0.050 7)
-0.036 0***
(0.004 7)
0.229 3***
(0.083 7)

现金存款
正规信贷
非正规信贷

(2)
Probit
0.800 5***
(0.112 9)
0.007 1
(0.011 9)
-0.000 2
(0.000 1)
0.367 1***
(0.053 5)
-0.035 9***
(0.005 0)
0.227 8**
(0.088 4)
0.032 5***
(0.004 9)
0.020 8***
(0.005 2)
0.030 5***
(0.006 0)

通讯费用
外出就餐支出
礼金支出
同灶吃饭人数

(3)
Probit
0.753 3***
(0.115 0)
0.015 3
(0.012 3)
-0.000 2*
(0.000 1)
0.316 1***
(0.054 5)
-0.032 3***
(0.005 1)
0.123 0
(0.091 9)
0.028 2***
(0.004 9)
0.011 4**
(0.005 2)
0.026 2***
(0.006 2)
5.741 1***
(1.228 3)
3.868 1***
(0.647 8)
0.158 2***
(0.044 8)
0.051 2***
(0.015 0)

人均 GDP
现代化做饭能源
N
Wald

6 894

6 642

6 642

(4)
Probit
0.639 6***
(0.116 5)
0.019 6
(0.012 5)
-0.000 3**
(0.000 1)
0.270 8***
(0.055 7)
-0.027 4***
(0.005 2)
0.121 0
(0.093 3)
0.024 9***
(0.005 1)
0.010 8**
(0.005 3)
0.026 1***
(0.006 2)
5.210 4***
(1.246 5)
3.836 7***
(0.655 9)
0.152 0***
(0.045 1)
0.056 4***
(0.015 2)
0.000 2
(0.013 0)
0.461 8***
(0.054 1)
6 642

(5)
IV- Probit
1.006 8***
(0.163 0)
0.020 5
(0.012 5)
-0.000 3**
(0.000 1)
0.271 8***
(0.055 9)
-0.027 4***
(0.005 2)
0.135 2
(0.094 0)
0.024 9***
(0.005 1)
0.011 0**
(0.005 3)
0.026 1***
(0.006 3)
5.143 2***
(1.249 5)
3.719 5***
(0.657 9)
0.149 7***
(0.045 3)
0.057 4***
(0.015 3)
-0.001 4
(0.013 0)
0.451 3***
(0.054 3)
6 642
9.87***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从估计结果来看，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的估计

状态对创业的影响不稳定，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

系数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上关系在

保持一致。其次，农户现金存款以及正规、非正规

IV-Probit 估计中依然保持显著且通过 Wald 内生性

借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内部与外部

检验，验证了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促进效应。至

资金对缓解农户创业资金约束均具有重要作用。此

此，H1 得到验证。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年龄估计

外，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讯费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年龄平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用、礼金支出等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最后，

负，学历与农户创业呈现出倒 U 型关系，户主婚姻

地方条件中现代化能源代表的农户生活条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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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创业有促进作用，区域人均 GDP 对农户创

对农户创业影响程度的经济含义。金融素养对较大

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尽管地方经济发展水

规模农户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 0.1013，表示金融

平较高，农户创业的条件会得到改善，但农村居民

素养提高一个单位，可以在 10.13%的程度上提高该

就业受雇的机会同时也会增加。

类农户的创业概率；而金融素养对较小规模农户家

3．长期效应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为 0.0558，表示金融素养提高一

根据前文分析，由于创业机会发现的偶然性，

个单位，可以在 5.58%的程度上提高该类农户的创

金融素养并不一定在短期内对农户创业产生即时

业概率。至此，H1b 得到验证。

促进作用，存在时间上的长期效应。据此，本研究

4．农村要素市场化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使用 CFPS2016 和 2018 年调查数据进行长期

通常，一个地区的要素市场化水平可以通过该

效应验证。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1 汇报了 2016

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以下简称樊纲指数）来

年跟踪调查农户创业情况的回归系数，模型 2 汇报

反映④，然而农村产权制度及要素流通情况与城市

了 2018 年跟踪调查农户创业情况的回归系数。此

有很大差异，若直接引用该指数难以准确反映农村

处金融素养作为时间上的前置变量，与农户创业存

的要素市场化水平，且樊纲指数仅体现省级层面的

在一定的时间差，逻辑上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

要素市场化水平，难以反映乡村层面差异。因此，

问题，因此未做内生性处理。金融素养的回归系数

本研究构建反映村庄层面土地、劳动力、资金要素

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

市场化的指标，按照温忠麟等 [24] 的方法构建交互

存在时间上的长期效应，对较长期限内的农户创业

项，检验农村要素市场化对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关

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至此，H1a 得到验证。

系的调节效应。

同时，前文机理部分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人

目前，涉及农村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测度的文

口规模不同的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若农户家庭

献较少，借鉴徐志刚等[25]的研究方法，设置村庄平

人口规模较大，则金融素养对其创业的影响存在双

均土地流转率⑤反映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水平，选

重叠加效应。对此，本研究根据样本农户中家庭人

取村庄农民中外出打工比例反映农村劳动力要素

口规模的均值，将家庭人口四人（含）以上的划分

市场化水平，设置村庄平均借贷参与率⑥反映农村

为家庭规模较大农户，将四人以下的划分为家庭规

资金要素市场化水平。表 5 汇报了加入交互项、交

模较小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表 4 中模型 3、模型

互子项及控制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模型 1 中金融

4 分别汇报了金融素养对规模较大、较小农户家庭

素养与樊纲指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要

创业的回归系数和平均边际效应。两个模型中回归

素市场发育水平越高的地区，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

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模型 3 中系数数值更大，可以

的促进作用更大。然而，樊纲指数并不能全面反映

推断出金融素养对较大规模农户家庭创业的作用

农村地区的要素市场化情况，也无法实现对村庄之

更大。由于 Probit 模型的回归系数数值缺乏明确的

间差异的细化考察。模型 2 中金融素养与农村土地

经济含义，通过计算平均边际效应来分析金融素养

要素市场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模型 4 中金融素养

表 4 长期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与资金要素市场化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说明村庄

(1)

(2)

(3)

层面的土地要素与资金要素市场化对金融素养与

(4)

2016 农户创业 2018 农户创业 较大家庭 较小家庭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金融素养

0.5780***
(0.1300)

0.6403***
(0.1327)

0.7208*** 0.6033***
(0.1632)
0.1013

平均边际效应

***

(0.1737)
0.0558

***

(0.0229)

(0.0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103

6063

3802

2840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
数字为标准误差。

农户创业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金融素
养越高的农户越能够借助土地与资金的市场化流
动优势，通过资源要素整合实现创业。同时，模型
3 中金融素养与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交互项显
著为负，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原因在于农村劳
动力市场化流动的趋势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
单向转移，而并未形成城乡人力资本双向互动的良
好局面，大量劳动力单向进城转移对农户创业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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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要素供给形成了一定的人力资源约束。至此，

要高度重视金融素养在促进农户创业中的持续性

H2 得到部分验证。

作用，多措并举加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培育。如
通过开设金融素养课程、金融知识下乡等方式开展

表 5 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金融素养×樊纲
指数

(1)

(2)

(3)

(4)

教育宣传，向农民普及信贷、投资、理财等专业知

Probit
0.201 1***

Probit

Probit

Probit

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其次，金融素养对农户创
业促进作用的发挥需要塑造良好的农村要素市场

(0.069 9)
0. 282 8

金融素养×农村
土地要素市场化

(0.072 4)

资源可获得性，以持续激发农村地区的创新创业活

(0.005 8)

力。此外，需要关注到资源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0.710 7*
(0.378 7)
1.361 0*** -0.060 7*
(0.379 8)

樊纲指数

改革，活跃农村要素市场化流动，提高农户的创业

-0.011 2*

金融素养×农村
劳动力要素市场
化
金融素养×农村
资金要素市场化
金融素养

化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快农村产权制度与经济体制

***

(0.035 3)

0.938 8***
(0.175 6)

0.433 8**

化改革的同时，亟待加强体制创新增强农村对资源

(0.178 3)

要素的吸引力，科学引导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

0.021 6

动，为农户创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

(0.020 9)
0.463 8***

农村土地要素市
场化

注释：

(0.121 9)
-0.001 3

农村劳动力要素
市场化

***

①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0.001 6)

为乡村产业赋予新动能》，网址 http://www.moa.gov.
0.620 3***

农村资金要素市
场化
控制变量

已经对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形成要素制约。在市场

cn/ztzl/scw/scdtnc/201912/t20191217_6333362.ht

(0.125 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
② CFPS2016 年、2018 年调查问卷中未包含完整的金融素养
调查模块。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
数字为标准误。

③ CFPS 中未明确家庭成员中的户主身份，故本文以财务回
答人身份代替户主。

五、结论及其政策启示
利用 2014—2018 年 CFPS 调查数据，通过因子

④ 来自樊纲、王小鲁等编著《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⑤ 计算方式为村庄参与土地流转农户数量/村庄总户数。
⑥ 计算方式为村庄参与正规、非正规借贷农户数量/村庄总
户数。

分析构建金融素养指标，基于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调
节效应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首先，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存在显著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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