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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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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3)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

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家庭禀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家庭年收入、对家庭经济状况
的评价、房产数、小汽车拥有情况、家庭常住人口数、子女数、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配偶或同居伴
侣目前的户口登记状态、父母的政治面貌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家庭经济状况评价较高、家庭
拥有小汽车、配偶或同居伴侣受教育程度较高、配偶或同居伴侣为非农业户口均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行为发生的概率，而家庭常住人口数较多、子女数多等均显著降低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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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ts determina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amily endowment and CGSS2013 data
LIU Songtao1, WANG Yipeng2, WANG Linpi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GSS data in 2013 and a logistic model,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family endowment on
household venture capital asset invest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family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variables like household income, respondents’self-evaluation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the number of houses, automobile ownership in the family, the number of child in the family,
political status of parents,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highes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spouse or cohabiting
partner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further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better respondents’ self-evaluation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more car owned by the family,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spouse or cohabiting partner,
non-agricultural Hukou type of spouse or cohabiting partner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probability in
venture capital asset investment, while larger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more children in the family will affect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in venture capital assent investment negatively.
Keywords: family endowment; venture capital asset; investment behavior; determinants

一、问题提出

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风险报告》数据，在 2011—
2015 年，中国家庭户均资产年均复合增速高达

近年来，中国家庭资产规模增长迅速。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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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FJ，2015)。
作者简介：刘松涛(1992—)，男，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投资；*为通信作者。

8.8%，位列亚洲首位，同时也远高于全球多数地区；
其中，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配置
主力，占比始终高于 60%，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金融资产仅占约 10%，且定期和活期储蓄类无风险
金融资产①在家庭金融资产中又占据主导地位，合
计超过 70%[1]。上述数据表明，以股票、期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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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等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②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特征。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率整体较

配置中明显不受重视，配置率极低。但从另一角度

低，且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在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

看，《安联全球财富报告》披露的数据则显示，截

权重的选择上区别不大，大部分家庭均偏好储蓄类

至 2015 年末，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已达 140 万

无风险金融资产[7-8]。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金

亿元，占亚洲地区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比重约为

融市场受价格扭曲、供需错配、市场分割等因素影

46%；仅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增幅就高达

响，财富效应③极其微弱，难以为投资者带来长期

18.3%，居亚洲首位，虽略低于 2005—2015 年 20.4%

稳定的投资收益[15-16]。

的年均增幅，但依旧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态势[2]，

家庭禀赋一般被定义为“整个家庭成员所共享、

表明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需求仍然拥有巨

可以共同使用的资源和能力”
，是家庭成员个人能力

大的潜力和空间。

和资源的拓展[17-21]。如从不同维度对家庭禀赋进行

“房产为主、金融资产为辅”在当前中国家庭

划分，则一般可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

资产配置中具有普遍性。偏重于房产的家庭资产配

和家庭社会资本等[20-24]。学界普遍认为家庭禀赋会

置结构势必造成家庭资产风险过度集中、灵活性不

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足、流动性偏低等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表明，

从家庭经济资本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经

在家庭资产配置中，如能选择多元资产配置方案，

济状况、家庭不动产和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家庭

科学合理配置家庭资产，避免某些资产配置权重过

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3

大，将有益于家庭更准确地把握风险与收益，提高

险金融资产投资需要满足一些硬性规定和“隐形门

家庭抵御风险能力，保障家庭经济和社会功能正常

槛”④，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更有财力和能力参与

发挥，也有助于帮助家庭合理区分对未来的“希冀”

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不动产和私家车拥有量则

[3-8]

和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预期”

。研究进一步发

，22-24]

。由于参与风

可以显著反映出家庭经济实力，也常被用作划分家
，22-24]

现，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

庭经济水平的重要依据[3

一定关联，尤其是伴随着家庭收入的迅速增加和家

入，相对收入更能体现一个家庭在一定区域内的经

庭投资意识的逐步增强，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已成为

济状况，研究发现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家庭参与风险

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变量，科学合理

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起着更大作用[24]。整体来看，现

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9]。

有研究普遍认为拥有较为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在

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家庭、企业和政府三者
共同构成金融市场的三大投资主体。近年来，国外

。相较于家庭绝对收

资产配置上更为多元和激进，也更倾向于参与风险
金融资产投资[3,22-24]。

学者基于资产配置视角，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投

从家庭人力资本维度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家

资主体参与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激励、挑战和福利等

庭成员数量、学历等因素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相关问题，发现金融市场激励与福利效应的发挥在

行为的影响，普遍认为拥有较为雄厚人力资本的家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能否有效利用这一市场，该

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11,25-27]。随着家庭

结论相较于以往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资产配置研

成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

究实现了创新和突破[10-14]。有研究发现，受家庭禀

为发生的概率也会提高，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有助于

赋差异影响，美国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存在明显

提高投资者素质，使其满足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要

差异，以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和高政治声望为代表

求[11,25-27]。家庭成员数量增加将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

的中上层家庭更偏好于配置风险金融资产[10]。整体

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原因在于这会导致家庭未

来看，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金融资产

来负担加大、不确定预期增加，家庭出于避险需要，

配置率较高，并表现出中高收入家庭倾向于配置风

选择排斥风险金融资产。但部分学者的观点正好相

险金融资产、低收入家庭偏好于配置稳健和无风险

反，认为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导致家庭预期未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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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也将增加，这会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11,25-27]

。

行为发生的概率，因为其希冀谋求更大收益

从家庭社会资本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家庭成
员政治身份、从业经历等因素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

2017 年 10 月

http://qks.hunau.edu.cn/

定为“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0 则设定为“没有
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此，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禀赋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行为的影响。该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30]：
(1)

投资行为的影响，普遍认为拥有较为雄厚社会资本
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10,27-29]。多
数学者发现，拥有特定政治身份或从业经历的家庭
成员能够帮助家庭积累更多社会资本，有助于家庭
更便捷全面地获取经济金融和社会资讯，此类家庭
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较高[10

，27-29]

。

受经济体制约束和传统观念局限，中国居民家
庭长期被认为只承担消费者角色，居民家庭的投资
主体地位在金融市场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
对于金融资产投资的研究也多基于个人投资主体
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纵深发展、国民经济规模不
断增加、社会阶层结构加速演变的背景下，居民家
庭禀赋已然出现显著差异并影响着家庭风险金融
资产投资行为，这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关注。同时，
伴随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家庭金融
也将迎来发展新机遇。风险金融资产将走入更多家
庭，成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选项；无风险金
融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占据绝对比重的情
形将成为历史。因此，研究家庭禀赋对家庭风险金
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也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

在模型中，假设家庭有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的概率为 Pi(Yi=1)；家庭没有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的概率为(1-Pi)(Yi=0)[30]。其中，β0 是截距项，βj
（β1，β2，β3，…）为不同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Χi
（Χ1，Χ2，Χ3，…）表示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
资行为的不同解释变量[30]。
2．变量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GSS2013)⑤，文中所涉及的变量和数据均选取
或构造自 CGSS2013 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及调查结
果。被解释变量“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对
应 CGSS2013 问卷中“(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
活动？)”。由于问卷部分问题存在跳转且存有缺失
值，经筛选，最终获得 7 760 例符合本研究要求的
样本。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根据 CGSS2013 问卷
中与“家庭”相关的问题，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按
照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这
三个维度，分别选取“家庭全年收入”“对家庭经

二、模型选择和变量选取

济状况的评价”“家庭常住人口数”和“父母的政
1．模型选择
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
为”
。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即 0-1 型变量，将 1 设

治面貌”等 11 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对上述变
量进行赋值和描述统计分析，详见表 1。

表 1 变量赋值及描述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Y)

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0

1

0.073 5 0.260 9

0

200

5.720 9 7.016 7

5

2.700 5 0.670 7

家庭持有的房产数(Χ3)

1=远低于平均水平；2=低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 1
4=高于平均水平；5=远高于平均水平
0
家庭持有的房产数

10

1.112 5 0.524 8

家庭家用小汽车拥有情况(Χ4)

0=没有；1=有

0

1

0.168 9 0.374 7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全年收入(Χ1)
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Χ2)

1=家庭参与了风险金融资产投资；0=家庭没有参与
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家庭全年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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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变量

赋值

家庭人力资本 家庭常住人口数(Χ5)
子女数(含继子女)(Χ6)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1

12

3.236 1 1.337 5

子女数(含继子女)(人)

0

10

1.778 6 1.089 1

0

4

1.325 0 0.849 7

0

5

3.457 7 1.612 6

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Χ7)

0=未受任何教育；1=小学；2=初中；3=技校/中专/
职业(普通)高中；4=专科(成人或正规高等教育)/本
科(成人或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
配偶或同居伴侣的工作经历及状况(Χ8) 0=从未工作过；1=目前没有工作但曾经务农；2=目
前没有工作但曾有过非农工作；3=目前务农且没有
过非农工作；4=目前务农且曾有过非农工作；5=目
前从事非农工作
家庭社会资本 配偶或同居伴侣的政治面貌(Χ9)
0=群众或共青团员；1=民主党派；2=共产党员
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户口登记状态
(Χ10)
父母的政治面貌(Χ11)

均值

家庭常住人口数(人)

0

2

0.207 6 0.608 9

0=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

0

1

0.437 6 0.496 1

0=双方均为群众；1=一方为民主党派；2=双方均为
民主党派或一方为中共党员；3=一方为民主党派且另
一方为中共党员；4=双方均为中共党员

0

4

0.305 9 0.783 7

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某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三、计量结果分析和讨论

正或几率比大于 1，则表明该变量的取值越大正向
1. 回归估计

影响也越强，受访者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

利用 Stata14.0 测度家庭禀赋对家庭风险金融

生的概率也越大；回归系数为负或几率比小于 1，

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2。为便于分

则表明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负向影响也越强，受访者

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选择 Stata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越小。

同时汇报系数(Coef.)和几率比(Odds Ratio)⑥。在给

表 2 回归结果及边际贡献
维度

变量

家庭经济资本

Χ1
Χ2
Χ3
Χ4

家庭人力资本

Χ5
Χ6
Χ7
Χ8

家庭社会资本

Χ9
Χ10
Χ11

Log Pseudo likelihood

系数
0.048 8***
(4.19)
0.260 5***
(2.87)
0.305 4***
(3.12)
0.484 8***
(4.15)
-0.122 7***
(-2.84)
-0.431 8***
(-5.37)
0.494 4***
(6.82)
-0.043 7
(-1.23)
-0.068 1
(-1.00)
1.371 0***
(9.45)
0.095 9*
(1.86)

几率比
1.050 0***
(0.006 8)
1.297 5***
(0.109 4)
1.357 2***
(0.108 8)
1.623 8***
(0.179 8)
0.884 5***
(0.039 8)
0.649 4***
(0.050 0)
1.639 5***
(0.111 1)
0.957 2
(0.032 9)
0.934 1
(0.061 7)
3.939 4***
(0.556 4)
1.100 6**
(0.053 5)
-1 525.248 3

Prob>chi2

0.000 0

Pseudo R2

0.251 2

样本数

取均值条件下的
边际贡献
0.14***
(0.000 4)
0.78***
(0.002 7)
0.92***
(0.003 0)
1.71***
(0.004 9)
-0.37***
(0.001 3)
-1.30***
(0.002 3)
1.49***
(0.002 4)
-0.13
(0.001 1)
-0.21
(0.002 1)
4.75***
(0.005 2)
0.29*
(0.001 6)

平均边际贡献

取值类别

0.27***
(0.000 6)
1.42***
(0.005 0)
1.69***
(0.005 3)
2.67***
(0.006 5)
-0.68***
(0.002 4)
-2.38***
(0.004 5)
2.72***
(0.003 8)
-0.24
(0.002 0)
-0.38
(0.003 8)
7.55***
(0.008 2)
0.53**
(0.002 8)

均值
5
均值
1
均值
均值
4
5
2
1
4

取特定值条件下的
边际贡献
1.11***
(0.002 5)
5.94***
(0.021 7)
6.96***
(0.021 8)
11.05***
(0.027 7)
-2.80***
(0.009 7)
-9.84***
(0.017 0)
11.27***
(0.018 1)
0.10
(0.008 1)
1.56
(0.015 5)
31.24***
(0.034 2)
2.19*
(0.012 0)

7 760

注：(1)*、**、***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水平；(2)“系数”列下括号中的数值为 z 统计值；(3)“几率比”列下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
准误；(4)“取均值条件下的边际贡献”列下括号中的数值为普通标准误；(5)“平均边际贡献”列下括号中的数值为以 Delta 方法计算的标准误；(6)
“取特定值条件下的边际贡献”列下括号中的数值为以 Delta 方法计算的标准误；(7)边际贡献率的值为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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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边际贡献估计

定程度上代表着受访者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可以

对模型进行边际贡献估计的目的在于分析自

更为客观地反映该家庭经济状况。整体来看，相对

变量发生变动对样本个体选择因变量某个特定类

收入更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30]

别概率的影响

。取均值条件下的边际贡献(MEMs)

是解释变量取均值条件下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贡
[30]

“家庭持有的房产数”通过 1%的统计检验且
OR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显示该

，其能揭示解释变量取均值条件下对家庭风险

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边际贡

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平均边际贡献(AMEs)

献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在当前中国，房产对大多数

是解释变量的所有样本观测值对被解释变量边际

家庭而言，既是一种“刚需商品”[31-32]，更是一种

贡献的平均影响[30]，AMEs 能揭示解释变量的所有

“昂贵商品”⑧⑧。持有较多房产的家庭经济资本显

样本观测值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平均

然更为雄厚，也更倾向于选择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

献

⑦

影响。由于 MEMs 受某些不可抗拒因素影响 ，在

资，以实现资产配置多元化，谋求更多收益。相关

估计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一解释变量在取均值时所

研究也已表明，地产和风险金融资产在高净值家庭

得出的边际效用没有意义的情况

[30]

。相较于

资产配置中同时受到偏爱[33]。

MEMs，AMEs 的估计结果在分析和应用中更科学

“家庭家用小汽车拥有情况”通过 1%的统计

有效。为便于后文做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同时提供

检验且 OR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

MEMs 和 AMEs 的估计结果。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显示该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

取特定值条件下的边际贡献(MEP)则是指解释变
[30]

边际贡献为正；MEP 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拥有家

量在取特定值条件下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 。相

用小汽车的受访者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

较于 MEMs 和 AMEs，MEP 能够揭示解释变量在

生的边际概率显著增加 11.05%。这可能是因为在当

某一特定取值条件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

前中国，拥有家用小汽车的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为

为的影响（表 2）。

优越，经济资本更为雄厚，其中不乏典型中产家庭，

如果解释变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
之间存在正相关，则随该变量取值的增大，家庭风
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此
时边际贡献为正，否则反之。

这类家庭不仅扮演着社会中坚的角色，同时也是风
险金融资产的主要投资群体。
(2) 家庭人力资本层面。
“家庭常住人口数”通
过 1%的统计检验且 OR 值小于 1，MEMs 和 AMEs

3. 回归估计与边际贡献估计结果分析

估计结果也显示该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

(1) 家庭经济资本层面。“家庭全年收入”通过

投资行为的边际贡献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常住家庭

1%的统计检验且 OR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

成员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未来负担加大，需要面

计结果也显示该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对更大的经济压力，不确定预期随之增加；加之中

行为的边际贡献为正。该结果表明，经济收入较高

国金融资产市场整体成熟度较低，在市场机制建设

的家庭更富有财力和精力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等方面仍存诸多问题，家庭出于避险需要，选择回

“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通过 1%的统计检

避风险金融资产。

验且 OR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显

“子女数(含继子女)”通过 1%的统计检验且

示该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边

OR 值小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显示该

际贡献为正；MEP 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当受访者

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边际贡

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为“远高于平均水平”时，

献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对家庭财

受访者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边际概

务预算造成特定约束，也会对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

率显著增加 5.9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较“家

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另一种可能是，子女数量的

庭全年收入”
，“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的 OR 值

增加将导致家庭面临未来支出迅速增长的情况，导

和边际概率明显增加，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家庭

致家庭未来支出较为紧张且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

全年收入”而言，“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在一

促使家庭形成保守投资偏好，回避风险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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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通过 1%

信息获取、信任获得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时在财富

的统计检验且 OR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

配置领域也更具前瞻性思维和战略布局能力，能够

结果也显示该变量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为子女和整个家庭带来“溢出效应”，因而此类家

行为的边际贡献为正；MEP 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

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34]。

当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为“专科(成人或
正规高等教育)/本科(成人或正规高等教育)/研究

四、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生”时，受访者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

基于 CGSS 2013 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禀赋对

边际概率显著增加 11.27%。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

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

所拥有的高学历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有助于

以下结论：(1)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

帮助家庭获得对风险金融资产更全面的了解，帮助

资行为影响显著，经济资本较为雄厚的家庭更倾向

家庭跨越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所必须具备的“隐

于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这尤其表现在相对收入

形门槛”。此外，高学历群体对于财富配置的多元

较高的家庭中；同时，家庭持有的房产数以及是否

需求和对长远未来的科学规划也使得他们愿意承

拥有家用小汽车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风险

担更多的风险，选择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金融资产投资行为。(2)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金

(3)家庭社会资本层面。“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

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显著，随着家庭常住人口数和

的户口登记状态”通过 1%的统计检验且 OR 值大

子女数的增加，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

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显示该变量对受

概率也在下降；但随配偶或同居伴侣受教育程度的

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边际贡献为正；

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则出

MEP 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当受访者配偶或同居伴

现了上升。(3)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

侣目前的户口登记状态为非农业户时，受访者家庭

为影响显著，配偶或同居伴侣为非农业户的家庭更

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边际概率显著增加

倾向于选择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同时，父母的

31.24%。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

政治面貌也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产生

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及差异。户籍类型不同

一定影响。

的家庭在参与教育、职业、文化和福利等社会资源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分配中存在差异，导致形成总量不一的家庭社会资

(1) 着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构建更为健全的社

本，影响着家庭社会关系运用、社会信息和社会福

会保障体系。在当前国内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利获取。可以说，户籍本身就是影响家庭社会资本

推动产业结构深层次调整的背景下，政府应继续深

的重要变量，非农业户家庭的社会资本相较农业户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更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

家庭而言，积累更为丰厚、结构更为合理，这能够

配格局，利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着力提高中低

为其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供更多便利和帮助。

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步平衡家庭收入差距。同

“父母的政治面貌”通过 5%的统计检验且 OR

时，政府应继续加码民生财政支持，健全社会保障

值大于 1，MEMs 和 AMEs 估计结果也显示该变量

体系，构建更为公平、更富效率、更具可持续性的

对受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边际贡献为

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

正；MEP 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当受访者父母的政

市场的底气和动力，让金融市场发展果实惠及更广

治面貌为“双方均为中共党员”时，受访者家庭风

大社会群体。

险 金 融 资 产投 资 行 为 发生 的 边 际 概率 显 著 增 加

(2) 持续推动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机构要加快

2.19%。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同

产品和服务创新。当前，以银行储蓄存款为代表的

家庭社会资本获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能够成为中

无风险金融资产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占据

共党员或加入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员多属于社会各

绝对多数。从投资组合理论上看，此类单一化资产

行业优秀成员，这类群体是典型的社会精英或社会

配置不甚科学。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相关

中坚，拥有较为雄厚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构造、

各方应采取多种手段，对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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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尤其要加强农村地区和农

仅有 22.2%城市住宅的租售比处于这一合理区间，其中

民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同时，政府应进一步

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均在 1:450 以下，除广州(租售比
1:470)之外都低于 1:500，以北京最低，为 1:587；二线

完善股票、保险等各层次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的

城市除哈尔滨(1:246)之外也均在 1:300 以下，以厦门和

前提下减少普通家庭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门槛限

温州的租售比最低，均低于 1:600；三四线城市中也仅

制，并鼓励金融机构加快推出更具个性化、差异化

有 17%的城市的租售比在 1:300 到 1:200 之间。整体来

的家庭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拓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

看，中国高企的地产价格已为居民带来沉重负担。

渠道，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投资需求。

⑨ 文中表 2 的描述统计结果也印证这一观点，在 7 760 例
样本中，平均每个家庭持有的房产数为 1.1125(处)，且

(3) 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严厉打击各

标准差为 0.5248(注：标准差是一组数据平均值分散程

类非法金融活动。随着金融业规模迅速扩张，金融

度的一种度量，较小的标准差表明大部分数值和均值之

领域乱象丛生，导致区域金融的不稳定。为完善金

间差异较小)。

融市场制度建设，保护投资者利益，政府应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快完善各项监管制
度，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严厉打击内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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