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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

拓宽增收渠道”，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支持乡村创新创业”。当前着

力推进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创业活动，调动起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于实施中国乡村振兴、

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有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农村的创业活跃度较城市有所下

降，主要创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数量也逐年减少，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力仍显不足。因此，从优

化乡村创业服务体系着手，完善创业支持政策、激发农户创业热情是目前亟待关注的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金融政策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借贷约束被认为是阻碍农户创业的

重要因素[1~5]；另一方面，有力的贷款支持和良好的金融环境促进了创业活动的发生[6~9]。然而，我国农

村市场有着特殊的金融制度背景，存在双轨制的特征，即农户的融资渠道既包括正规金融借贷也包括非

正规金融借贷，因此，对于借贷影响农户创业的研究也应当分而论之。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部分学者

认为正规借贷比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如卢亚娟等（2014）[10]和杨军等（2013）[8]借

助于职业选择模型的分析框架得出，相比民间融资，正规融资对促成农户创业的边际效应更大；H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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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2016 年 CFPS 调查中的农户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决策及

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均能显著地促进农户创业选择、提升创业绩效。进一步将农户

分组探讨异质性影响时发现：正规借贷资本只对位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家庭财富水平处于中高阶层、

拥有强资源的非农创业农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而非正规借贷能提高经济落后的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家庭财富水

平较低、涉农创业、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农户的创业概率；二者呈现出显著的组群差异和一定的互补关系。因此，

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应加强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有效协同，降低正规借贷门槛并鼓励引导非正规借贷发展，普

及数字金融等创新产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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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撤离显著减少了创业农户正规借贷的可得性，而非正规借贷

规模的减少程度更大[1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户创业选择过程中非正规借贷占有主导地位。如刘雨松等

（2018）运用 CFPS2014 数据实证分析得出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大于正规金融[12]；刘

新智等（2017）基于全国样本实证研究金融支持对农户创业影响，发现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

响系数更大，分区域回归后发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仅有非正规借贷能够对农户创业产生有效支持[13]。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将正规、非正规借贷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围绕二者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作用

已开展了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较少考虑到农户家庭的异质性禀赋和特征。实际上农户的财富状况、

所处地区等异质性特征会影响到其借贷的可得性和规模，若仅基于同质性农户展开分析将有失研究结论

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鉴于此，本文做了以下改进：一是在探讨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基础

上，进一步从家庭财富水平、所处区域、创业类型等层面对农户进行分类，着重考察正规借贷与非正规

借贷对异质性农户创业影响的组群差异；二是数据来自于最新一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全国范围的样

本，研究结论更具时效性和代表性。 

二、借贷支持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 

根据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农户是倾向于按理性投资者原则行事的，其根据对未来风险与收益的预

期而做出是否启动创业、是否选择借贷而创业的决定（如图 1 所示）。当出于个人发展、改善家庭条件、

缓解失业压力等原因，农户有了创业的想法后，会首先估算出创业项目的初始投资额并据此判断选择何

种资金筹集方式。如果农户的经济实力较强、自有资金充足，会优先考虑最为便利且融资成本最低的自

有资金，在其他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将以自有资金成功启动创业活动。如果自有资金不足，只要创业

项目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风险，农户就会寻求外源融资来解决资金受限的问题，若融资成功则农户得以

启动创业，若融资失败则农户无法启动创业，融资的成败关键在于农户借贷的可得性和规模。在当前双

轨制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户的贷款需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满足，即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对

于顺利取得融资开始创业的农户，如果投资经营得当产生了盈利，周围同样有创业意愿的农户会受到感

染和鼓励，提高未来收益预期并激发出创业行为；相反，如果市场失灵导致借贷支持缺失，未能筹到启 

 

图 1    农村借贷影响农户创业的路径分析 



2020 年 3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8 卷第 2 期 

- 66 - 
 

动资金的农户创业计划夭折，也会打击周围其他农户的积极性，提高风险预期从而抑制整个群体的创业

意愿。 

进一步地，由于市场的分割，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实现路径是截然不同的。正规金融机构资金

实力雄厚，供给能力强，但是在面对分散的农户客户时，高昂的交易费用会迫使其设置复杂的客户甄别

程序和严格的抵押担保体系来确保信贷资金安全性，申请贷款时农户需提供抵押担保物品或者具备显性

资信证明，对客户的各方面禀赋特征要求都较高；而非正规金融供给依赖于非正规制度下的信用体系，

虽然资金实力较弱，供给能力有限，但是在社会网络、信息甄别、执行效率上有比较优势，借贷灵活且

对抵押要求低，农户借助乡邻亲朋之间的信任、声誉等社会网络资源就可以获得融资。两种借贷不同的

供给能力、运营特点决定了二者服务于不同的客户群体，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应表现出较强的互补关系。

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较高的正规、非正规借贷规模有助于农户跨越创业资金的门槛，总体上对农户创业有促进

作用。 

假说 2：正规、非正规借贷不同的供给能力、运营特点决定了二者服务于不同的客户群体，在金融

市场上表现出互补关系。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全国性微观入户调查，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区、市）共 16000

户目标样本，访问的问卷包含了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类型。考虑到研究实际，

本文以最新数据 CFPS2016 中的家庭问卷作为研究样本，由于考察的对象是农户创业，故只需要选取具

有农村户籍的样本，剔除缺失值后最终保留 6782 户农村家庭。 

从表 1 可见，6782 户农户一共融资约 27161 万元，其中获得正规贷款额 16955 万元，高于非正规贷

款额 10206 万元，然而通过非正规借贷募集到资金的农户数达到 1963 户，约为正规借贷支持农户数的

2.1 倍，这体现出非正规金融的普惠功能。样本中创业农户共 543 户，占总样本比例约 8%，创业农户中

有 58 户同时得到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支持，剩余 284 户未进行融资。此外，创业农户正规借贷的

户均融资额（4.18 万元）大于非正规借贷的户均融资额（2.85 万元），表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雄

厚，对创业活动的支持更加有力。 

表 1 农户融资情况（万元） 

 创业农户（543 户） 未创业农户（6239 户） 

金额 户数 户均 金额 户数 户均 

正规借贷 2268.5 141 4.18 14686.6 795 2.35 

非正规借贷 1546.2 176 2.85 8659.9 1787 1.39 

未融资 0 284 0 0 4046 0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农户创业。参考何婧等（2019）[14]、刘雨松等（2018）[12]的研究，本文将创业决策和创

业绩效作为农户创业的衡量指标。CFPS2016 家庭经济问卷中问到“过去 12 个月，您家是否有成员从事

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农户需回答“是”或“否”，以此建立二元取值作为因变量，判断农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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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情况；问卷中还问到“扣除成本，过去 12 个月您家所有的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税后净利润多少

钱”，以农户的实际回答作为创业绩效的取值。 

2.自变量：正规借贷数量和非正规借贷数量。参照王慧玲等（2019）[15]、李炜雯等（2016）[9]对正

规、非正规借贷的定义，本文将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本息和余额作为正规借

贷变量，将农户向亲戚、朋友、民间金融组织的借款本息和余额作为非正规借贷变量。家庭问卷中“金

融资产与债权债务”一栏中有相关变量的详细问答数据。 

3.控制变量。为了精确得出自变量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排除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回归偏差，本文加

入自有资产、农户特征、地方条件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选取现金及存款总额、是否拥有住房产权、

是否分得集体土地作为家庭自有资产变量的衡量指标；以社会资本、家庭成员最高学历、家庭规模作为

农户特征的衡量指标，参考刘一伟等（2018）[16]的研究，以家庭“人情礼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

量；此外，考虑到电力和供水是现代生产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选用是否供电、供水以及地区三个

变量作为衡量地方条件差异的指标，地区变量使用虚拟变量方式表征。 

各变量的名称、定义及赋值情况具体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户创业 
创业决策 entre 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 有=1，无=0 0.08 0.2714 

创业绩效 profit 私营企业税后净利润 实际值（万元） 0.3286 2.5662 

金融支持 
正规借贷 ffin 待偿银行贷款本息和余额 实际值（万元） 2.5 97.3418 

非正规借贷 inffin 待偿亲友及民间借款本息和余额 实际值（万元） 1.5049 4.9608 

自有资产 

现金存款 deposit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 实际值（万元） 2.2353 6.7444 

住房 house  家庭是否拥有住房产权 有=1，无=0 0.9192 0.2726 

土地 land 是否分得耕地、林地等集体土地 有=1，无=0 1.1407 0.6355 

农户特征 

社会资本 sc 人情礼支出金额 实际值取对数 7.0608 2.3648 

家庭成员 

最高学历 
edu 

1.文盲 2.小学 3.初中 4.高中 5.大专

6.本科 7.硕士 8.博士 
1~8 之间的整数 3.2005 1.2664 

家庭规模 size 家庭总人口数 实际值 4.0414 2.0167 

地方条件 

供电 fuel 是否有电、天然气等现代化能源 有=1，无=0 0.4987 0.5000 

供水 water 是否有自来水等现代化供水方式 有=1，无=0 0.6133 0.4870 

地区 area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实际值 2 0.8440 

（三）模型建立 

1.Logit 模型 

农户创业决策是一个二元选择过程，记因变量二值变量“农户是否创业”为 Y，农户创业，即 Y=1；

农户未创业，则 Y=0。本文使用 Logit 二元回归模型来研究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选择概率的影

响。具体如式（1）： 

Zi

Zi

e

e
ZFZYP i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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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式适当变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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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iP 表示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 t 为自变量（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和控制变量的回

归系数，t =1，2，„„11 代表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个数，i 表示样本容量； 0 为常数项， 为误差项。 

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了考察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对农户创业的盈

利状况进行估计。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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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T 为因变量，表示农户创业的盈利， t 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0 为常数

项， 为误差项， i 和 t 的定义如上。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全样本农户回归分析 

基于 CFPS2016 数据，运用 stata15 软件对全样本农户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模型（1）～（4）汇

报了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在依次加入自有资产、农户特征、地方条件及全部控制

变量后，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影响系数始终为正，并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这说明无论加入何种控制变量，借贷的获得，包括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都对农户是否选择创业

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8）为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逐步加入各控制

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始终为正，显著性良好，这些结果均验证了本文假说 1。由此可

以得知，农户创业除了依靠自身筹措、亲戚朋友借款、民间借贷等非正规融资渠道之外，还需要得到银

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此外，从系数大小来看，无论是对创业选择还是创业绩效，正规借贷的

影响均比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创业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数额较大，能

有效帮助农户建立创业的信心，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的盈利收益。 

控制变量方面，由于创业活动需要大量现金投入，现金和存款总量显著提高了农户创业的可能性和

盈利能力[3]，而购置住房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抑制了农户的创业行为，拥有耕地、林地等集体土地

所有权也对农户创业有负向影响，可能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全身心投入，因此农户创业动力减弱。

此外，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创业决策和盈利状况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广泛的农户可

以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技术经验、重要信息和感情支持[17]，进而提高创业可能性。代表地方基本条件

的现代化供电和供水条件也与农户创业选择及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基础设施越先进，农户创

业积极性越高。 

（二）异质性农户回归分析 

上面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不同

禀赋特征的贷款农户，二者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供应偏好？其对创业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在农

户组群之间是否将呈现出互补关系？鉴于此，下文进一步将农户家庭分组，运用 Logit 模型探讨正规借

贷和非正规借贷对异质性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差异。由于 Logit 回归的系数值缺乏经济含义，无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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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借贷支持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变量 
创业决策 创业绩效 

（1） （2） （3） （4） （5） （6） （7） (8) 

ffin 
0.0626*** 

(0.0069) 

0.0582*** 

(0.0071) 

0.0477*** 

(0.0074) 

0.0435*** 

(0.0075) 

0.0754*** 

(0.0045) 

0.0728*** 

(0.0043) 

0.0709*** 

(0.0044) 

0.0713*** 

(0.0045) 

inffin 
0.0407*** 

(0.0106) 

0.0521*** 

(0.0108) 

0.0360*** 

(0.0112) 

0.0308*** 

(0.0118) 

0.0095* 

(0.0055) 

0.0205*** 

(0.0055) 

0.0156*** 

(0.0055) 

0.0164*** 

(0.0058) 

deposit  
0.0747*** 

(0.0083) 

0.0634*** 

(0.0087) 

0.0478*** 

(0.0094) 
 

0.0706*** 

(0.0045) 

0.0683*** 

(0.0046) 

0.0602*** 

(0.0048) 

house   
-0.2218 

(0.1581) 

-0.5489*** 

(0.1662) 

-0.3388** 

(0.1717) 
 

-0.0807 

(0.0673) 

-0.164** 

(0.0693) 

-0.1210* 

(0.0715) 

land  
-0.0411 

(0.0738) 

-0.0545 

(0.0750) 

0.0334 

(0.0802) 
 

-0.0643** 

(0.0290) 

-0.0745** 

(0.0292) 

-0.0412 

(0.0313) 

sc   
0.1649*** 

(0.0311) 

0.1678*** 

(0.0323) 
  

0.0272*** 

(0.0081) 

0.0282*** 

(0.0085) 

edu   
0.1056*** 

(0.0393) 

0.0634 

(0.0414) 
  

0.0034 

(0.0154) 

-0.0094 

(0.0160) 

size   
0.1339*** 

(0.0230) 

0.1464*** 

(0.0241) 
  

0.0352*** 

(0.0098) 

0.0396*** 

(0.0102) 

water  
 

 
0.3241*** 

(0.1129) 
   

0.0975** 

(0.0401) 

fuel    
0.8933*** 

(0.1151) 
   

0.1990*** 

(0.0408) 

area    
-0.0154 

(0.0638) 
   

-0.0425* 

(0.0242) 

_cons 
-2.6206*** 

(0.0511) 

-2.5739*** 

(0.1691) 

-4.3606*** 

(0.3030) 

-5.2587** 

(0.3564) 

0.1871*** 

(0.0202) 

0.1732** 

(0.0709) 

-0.0697 

(0.0925) 

-0.1931* 

(0.1091) 

N 6782 6434 6401 6030 6755 6410 6378 6008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表 4～6 同 

出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对异质性农户创业的作用大小及影响程度，因而在以下的分析中都同时报告了

几率比
④
。 

1.按所在地区分组 

由于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为探寻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支持农户

创业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将样本分成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正规借

贷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由表 4 中显示的几率比可知，每增加 1 单位的正规借贷，

可以使东部和中部农户创业的概率分别提高 3.43%和 5.39%，但对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这表明相对于

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金融支农政策效果良好。相应地，非正规借贷

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户创业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

济发达，创业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往往数额较大，民间融资等非正规借贷已无法满足。相反在经济落后的

西部地区，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缺失，农户在创业初始时只能通过非正规借贷方式获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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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正规、非正规借贷与创业选择：分区域回归 

变 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ffin 
0.0337***  

(0.0111) 

1.0343*** 

(0.0115) 

0.0525*** 

(0.0175) 

1.0539*** 

(0.0185) 

-0.00003 

(0.0009) 

0.9999 

(0.0009) 

inffin 
0.0016 

(0.0195) 

1.0016 

(0.0196) 

0.0610*** 

(0.0226) 

1.0628*** 

(0.0240) 

0.0585*** 

(0.0211) 

1.0602*** 

(0.0223) 

deposit 
0.0509*** 

(0.0127) 

1.0522*** 

(0.0133) 

0.0082 

(0.0201) 

1.0082 

(0.0203) 

-0.0190 

（0.0262） 

0.9811 

(0.0257) 

land 
0.1596 

(0.1291) 

1.1731 

(0.1514) 

-0.0626 

(0.1488) 

0.9393 

(0.1398) 

0.1262 

（0.1396） 

1.1345 

(0.1584) 

house 
0.0566 

(0.2608) 

1.0583 

(0.2759) 

-1.1227*** 

(0.2846) 

0.3254*** 

(0.0926) 

-0.4119 

（0.3311） 

0.6624 

(0.2193) 

edu 
0.0834 

(0.0636) 

1.0869 

(0.0691) 

0.1066 

(0.0762) 

1.1125 

(0.0847) 

0.0180 

（0.0775） 

1.0182 

(0.0789) 

sc 
0.1435*** 

(0.0421) 

1.1543*** 

(0.0486) 

0.0733 

(0.0549) 

1.0760 

(0.0591) 

0.0761** 

（0.0342） 

1.0791** 

(0.0369) 

water 
0.3425* 

(0.1788) 

1.4085* 

(0.2518) 

0.6123*** 

(0.1912) 

1.8446*** 

(0.3526) 

0.3093 

（0.2170） 

1.3625 

(0.2957) 

_cons 
-4.4344*** 

(0.4790) 

0.0119*** 

(0.0057) 

-3.4050*** 

（0.5327） 

0.0332*** 

(0.0177) 

-3.9501*** 

(0.6062) 

0.0193*** 

(0.0117) 

N 2226 1833 2048 

2.按财富水平分组 

借贷支持对农户创业选择的作用还可能在不同财富水平的家庭样本上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依据家

庭财富水平的高低，将总样本按照四分位数等量划分为四个子样本，然后对不同财富阶层子样本进行回

归。由表 5 可以看出，整体上正规借贷对于家庭财富分布位于中等偏下的农户创业概率影响不显著，而

对财富水平较高的农户创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对于财富位于最低 25%区间的农户，其正规

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创业受到较强信贷约束的抑制；对于财富水平在 25%～50%区

间的家庭，非正规借贷对其创业支持的几率比为 1.1072，即非正规借贷每增加 1 单位，可以提高其创业

概率 10.72%，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在于，这部分家庭创业层次不高、投资规模有限，

通过自身社会网络、关系和信誉获取的民间资本足以帮助其成功启动创业。相比较而言，对于财富水平

达到 50%以上的富有家庭，正规金融借贷对其创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农户

创业层次和创业水平都比较高，需要的启动资金规模也比较大，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只有正规借贷能够

满足其较大数额的资金需求，同时财富水平高的家庭也更符合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所要求的严格资产抵押

担保条件，因此正规借贷有助于提高富有农户的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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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正规、非正规借贷与创业选择：分财富阶层比较   

变 量 

家庭财富 

0～25% 

家庭财富 

25%～50% 

家庭财富 

50%～75% 

家庭财富 

75%～100%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ffin 
0.0227  

(0.0193) 

1.0230 

(0.0197) 

0.0534 

(0.0341) 

1.0549 

(0.0360) 

0.0572*** 

(0.0209) 

1.0588*** 

(0.0221) 

0.0433*** 

(0.0075) 

1.0440*** 

(0.0092) 

inffin 
0.0379 

(0.0256) 

1.0386 

(0.0266) 

0.1019*** 

(0.0361) 

1.1072*** 

(0.0400) 

0.0191 

(0.0280) 

1.0193 

(0.0286) 

0.0308** 

(0.0149) 

1.0315** 

(0.0153) 

控制变量 √ √ √ √ 

N 1630 1671 1640 1632 

3.按创业类型分组 

本部分将创业农户分为涉农创业户和非农创业户，以考察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作用差异。表 6

的不同创业类型农户和不同资源水平农户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正规借贷显著提升了农户的非农创业概

率，但对涉农创业选择无明显影响；相应地非正规借贷显著带动了农户的涉农创业，但对非农创业没有

太大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创业过程较为复杂，对前期资本投入、后期生产运营的技能要求都更高，

正规借贷的使用能够有效满足非农创业者所需的资本并提升其创业能力，由此对非农创业行为呈现出显

著影响；而涉农创业对资金数量、生产技能的要求都比较简单，通过便利快捷的民间借贷就可以实现其

创业，因此非正规借贷对涉农创业项目影响更显著。 

表 6 不同创业类型农户和不同资源水平农户的回归 

变 量 
非农创业户 涉农创业户    弱资源农户    强资源农户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系数 几率比 

ffin 
0.0403***  

(0.0109) 

1.0411*** 

(0.0113) 

0.0002 

(0.0004) 

1.0002 

(0.0004) 

0.0001 

(0.0004) 

1.0001 

(0.0004) 

0.0411*** 

(0.0111) 

1.0420*** 

(0.0116) 

inffin 
0.0158 

(0.0200) 

1.0160 

(0.0203) 

0.0614*** 

(0.0136) 

1.0634*** 

(0.0145) 

0.0720*** 

(0.0136) 

1.0746*** 

(0.0146) 

0.0340* 

(0.0179) 

1.0345* 

(0.0185) 

控制变量 √ √ √ √ 

N 1678 4517 5228 1129 

4.按资本水平分组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家都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时普惠

金融功能的践行发展。弱势农户群体创业是否得到了农村金融的普惠与支持？本部分关注正规借贷与非

正规借贷对不同资本水平农户创业的影响，借鉴何婧等（2019）[14]的方法，选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

物质资本三个变量来反映农户资源的强弱，如果其中任一种资本低于样本平均水平，则认定该农户为弱

资源农户，对应地，如果三种资本都高于样本均值，则为强资源农户。由表 6 可以看出，正规借贷仅对

强资源农户创业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对弱资源农户创业无明显作用；非正规借贷既能提高强资源农

户的创业概率，也能促进弱资源农户的创业决策，且从表 6 中显示的几率比来看，非正规借贷对弱资源

农户创业的影响程度更大。这说明，民间融资能够弥补资源有限的弱势农户群体的创业劣势，具有较好

的普惠功能。而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群体贷款仍然保留着较高的门槛，需要达到一定的资本条件，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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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得到正规借贷的资金支持。至此，本文的假说 2 得到验证。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CFPS2016 家庭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

正规和非正规借贷不仅对创业决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进一步将农户分组研

究发现，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对异质性农户创业的作用表现出了显著的组群差异和一定的互补关系，

具体来看：正规借贷的使用只对经济较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家庭财富水平分布于 50%～75%和 75%～

100%区间、拥有较强资源的非农创业户有显著影响；而非正规借贷能提高经济落后的西部及中部地区、

财富水平位于 25%～50%区间、涉农创业、资本匮乏的弱势农户群体的创业概率。非正规的民间借贷服

务了传统的正规金融产品难以覆盖的人群，缓解了这部分人群初始创业的信贷约束，并提升其创业意识

和水平，对弱势农户创业的支持形成了补充。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正规金融机构亟需针对异质性农户建立相应的多层

次供给服务体系，通过政策引导为农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弱资源农户群体创业提供资金支持；针对农

民缺少抵押物等问题，可以建立农户联保贷款网络组织和村级担保基金制度，解决创业数额较大的融资

需求问题。（2）在创新传统贷款技术和金融产品之外，应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

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为农户

的创业活动排忧解难。（3）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质，能够有效惠及弱资源农户群体，

正规金融机构应通过电视、宣传单等媒介，组织专业的人员到农村积极开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日常

使用的培训，推广普及数字金融产品，通过便捷的网络借贷激发农户创业热情，帮助其成功创业。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③ 舒尔茨提出农民是企业家,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波普金在舒尔茨理论基础上提出农民是理性的，且主要是经济上 

的理性。 

④ 在 Logit 模型中,几率比表示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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