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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遥 本文以城市贫困家庭为研究对象袁在可持续性

生计框架的理论基础上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量了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构成袁研究了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

的关系遥 研究发现袁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匮乏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相对较高袁金融资本得分最低曰人力

资本对选择就业的生计策略具有促进作用袁而社会资本具有反向作用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的贫困家庭选择正规

就业的可能性较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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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为

我国城市贫困人群的主要群体之一袁近年来不断加

重的结构性失业更加剧了城市的贫困问题遥 目前城

市贫困人员主要包括城市贫困的在职职工尧离退休

人员尧下岗失业人员尧三无人员以及其他外来的农

民工和应届毕业生等遥 [1]城市贫困带来了一系列社

会问题袁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遥 我国

于 1997 年下发了 叶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曳袁 此后不断完善和提高保障

标准遥 学术界对城市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贫

困的特征尧原因和治理等方面遥 吕红平[2]从人口学的

角度研究了我国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问题袁认为其

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尧困难性尧交融性尧多元性和

分散性等特性遥 梁汉媚等[3]认为我国城市贫困具体

表现为收入水平低尧食品消费比重大尧社会活动少

和空间聚集等特点遥 庞楷[4]重点研究了城市贫困的

社会资本袁认为城市贫困人口对社会资本投资严重

不足袁从而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遥 学界普遍认为结构

性和体制性原因是我国城市贫困产生的宏观原因遥
[5]在城市贫困的治理方面袁魏后凯尧王宁[6]提出了野参
与式冶反贫困的概念袁主张借鉴农村反贫困的方法袁
积极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袁增强贫困者的自我发

展能力遥 都阳等[7]重点关注社会救助体系对城市贫

困发挥的效应袁研究表明中国的救助体系具有较好

的贫困救助效率袁更好地设计救助方式有助于避免

贫困救助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消极效应遥
生计渊Livelihood冤是建立在能力尧资产渊包括储

备物尧资源尧要求权和享有权冤和活动等基础之上的

一种谋生方式袁[8] 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降低人们

生计脆弱性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遥 [9]随着国

内外对生计问题的深入研究袁可持续生计方法作为

一种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

案的集成分析框架袁[10] 逐渐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广

泛重视和应用袁其中以英国国际发展部渊DFID冤开发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渊SL冤最为典型袁该框架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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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尧自然资本尧物质资本尧金融

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袁并通过一个二维平面图

展示了各个生计要素之间的关系遥 [11]国内学者利用

此框架进行了深入分析袁刘婧尧郭圣乾[12]分析了可持

续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袁最终发现金融

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最大袁人力资本其次袁社会资本

和物质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袁自然资本对

收入的影响为负遥 苏芳等[13]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

状况袁并进一步研究了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

间的关系袁认为物质资本尧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

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主要显著性因素遥
目前有关生计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村地

区袁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研究较为少见遥 而实现

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

物质资产和社会资产袁[14] 生计资本对人们的生计策

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遥 本文以武汉市三个典

型社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袁在可持续生计资本

框架的基础上袁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现状及

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情况展开实证研究遥
二尧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测量

生计资本是人们抵御风险尧降低生计脆弱性的

重要保证袁 也是人们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重要前

提遥 按照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生计资本划分袁可以

将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尧物质

资本尧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遥 本文在借鉴杨云

彦等[9]和黎洁等[15]关于农户生计资本分析的基础上袁
构建了适用于城市家庭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遥
其中人力资本的观测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尧身体状况

和家庭劳动力占比渊即家庭总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

比重冤曰物质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住房面积尧住房所

有权尧对住房的满意情况以及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等曰金融资本的具体观测指标为家庭月收入和

家庭存款两项曰社会资本则通过户口类型尧富裕朋

友以及主要求职途径等测量遥 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方

式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袁并通过层次分析法渊AHP冤得
到各项指标的相对权重遥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 2014 年 7 月组织的 野武汉市贫困家庭生

计风险与社会支持冶问卷调查袁城市贫困群体的特

殊性和敏感性给本次入户调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遥
本次调查分别在汉阳尧武昌和汉口三镇选取了三个

典型社区进行入户访谈袁其中包括以拆迁还建房为

主的新建社区渊武昌华腾园社区冤尧位于城乡结合处

待拆迁的综合性大社区渊汉阳团结社区冤和以单位

房为主的城区内老型社区渊汉口苗栗社区冤遥 本次调

查分别在以上三个社区内各调查了 60 户贫困家

庭袁共回收有效问卷 171 份袁抽样评估表明样本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遥
表 1 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产测量指标尧权重及标准化得分

资产类型 测量指标 权重 标准化得分 资产数值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

身体状况

家庭劳动力占比

0.416
0.458
0.128

0.553
0.566
0.696

0.577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住房所有权

住房满意度

社区基础设施

0.231
0.620
0.102
0.048

0.240
0.871
0.598
0.523

0.686

金融资本 家庭月收入

家庭存款

0.833
0.167

0.091
0.098

0.092

社会资本 户口类型

富裕朋友

主要求职途径

0.096
0.619
0.284

0.930
0.181
0.591

0.370

表 1 显示了各类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及其影

响权重遥 在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指标

体系中袁户主身体状况在人力资本中影响权重值最

大渊其值为 0.458冤袁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权重较

大渊权重值为 0.416冤曰在物质资本层面袁是否拥有住

房所有权的权重值最大渊其值为 0.620冤曰家庭月收

入在金融资本中占据较大权重 渊其值为 0.833冤曰社
会资本中权重值最大的为在当地有没有富裕朋友

渊其值为 0.619冤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在城市贫困家庭生

计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中袁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尧身
体状况尧住房所有权以及家庭月收入和是否拥有富

裕朋友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影响较大袁它们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水平遥
通过各指标的权重值和标准化得分袁可以确定

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袁从而计算出各项生计资本的

得分水平遥 具体计算过程分为以下三步院
第一步袁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四类生计资本的

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袁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标准

化得分遥 其计算公式为院
= X -XX -X 渊1冤

其中袁 代表第 个家庭第 项指标的标准化

得分袁X 代表第 个家庭第 项指标实际的变量值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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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和 X 分别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遥 表 1 中列出了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遥 通过这

种方法袁 不同性质和类别的数据均处于 0~1 之间袁
因而具有可比性遥

第二步袁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每个城市贫困家

庭单项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遥 具体计算公式为院
= n

= 1
移 渊2冤

其中袁 代表第 个家庭的第 类生计资本的

综合得分指数 渊 =1袁2袁3袁4冤袁 表示第 项指标的

影响权重袁 代表第 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遥
第三步袁对各个样本的单项生计资本得分进行

平均化处理袁以反映城市贫困家庭各单项生计资本

的总体水平遥 其计算公式为院

=移 =1 渊3冤
其中袁 表示城市贫困家庭第 类生计资本的

总体得分水平渊 =1袁2袁3袁4冤袁 为第 个家庭的第

类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指数袁 为样本容量遥最终计

算结果如表 1 和图 1 所示遥

0.10.20.30.40.50.60.7

0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图 1 武汉市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值

图 1 直观地反映了城市贫困家庭四类生计资

本的相对得分情况遥 可以看出袁武汉市城市贫困家庭

的物质资本相对得分值最高渊其值为 0.686冤袁说明

武汉市的贫困家庭基本都有住房可住袁结合描述性

统计结果可知袁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有自有住房袁这成

为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生计资本的主要构成之一袁但
其住房面积普遍偏小袁住房质量不高袁住房满意度

偏低曰人力资本相对得分值也比较高渊其值为 0.577冤袁
这说明对城市贫困家庭而言袁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较为充分袁这成为他们获取经济来源尧改善生活水

平的有利条件袁但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集中

在初中袁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不足袁并且大部分人

没有工作袁人力资本闲置现象比较严重曰社会资本

的相对得分次之渊其值为 0.37冤袁说明社会资本在一

定程度上为贫困家庭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外部支

持与帮助袁调查对象多为本地户口袁亲戚朋友不少袁
但大多也比较困难袁富裕亲友极少曰金融资本的相

对得分值最低渊其值为 0.092冤袁说明金融资本严重

匮乏袁 而城市家庭主要依靠经济收入维持生计袁金
融资本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其生计困难遥 其他生计

资本对生计的影响体现为先转化为金融资本再影

响生计的间接过程遥 总体来看袁城市贫困家庭的生

计资本严重匮乏袁生计维持非常困难遥
三尧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人们为实现生计目标对资产利用

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遥 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袁
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袁并且相互结合起来呈现出不

同的生计策略遥 [13]城市贫困家庭的资本要素极其缺

乏袁他们只有利用自身劳动力获取生计来源袁因此

对他们而言袁生计策略具体体现为是否通过就业获

得经济收入袁以及采取何种形式就业遥 鉴于此袁本文

首先以就业行为作为观测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策略

的指标之一渊就业=1曰无业=0冤遥 考虑到就业形式的

多样性袁研究对已就业被访者的就业形式进行了深

入了解袁 具体观测指标为 野您的工作性质属于哪

种冶袁设置了固定工作渊终身合同冤尧合同工尧临时工尧
个体户等选项遥 为便于分析袁将固定工和合同工合

并为正规就业渊赋值为 1冤袁临时工和个体户合并为

灵活就业渊赋值为 0冤遥 表 2 显示了调查地区城市贫

困家庭的就业现状遥
表 2 城市贫困家庭的就业情况渊%冤

类别 是否就业 就业形式

已就业

未就业

正规就业

灵活就业

35.1
64.9
要
要

要
要
25
75

在所调查的 171 户贫困家庭中袁户主有工作的

仅 60 户袁占被调查对象的 35.1%袁大部分贫困家庭

成员没有就业遥 已就业的 60 户贫困家庭的就业形

式统计结果显示袁 有正当工作的正规就业仅占

25%袁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成员属于灵活就业袁收入

来源缺乏可靠保障遥
为进一步研究生计资本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

策略的影响情况袁本研究先后以就业行为和就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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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两个二分变量为因变量袁选取四类生计资本的得

分值作为自变量袁构建多元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遥
模型设定为院

Logit =ln渊 1- 冤= 0+ k

i = 1
移 i 渊4冤

式渊4冤中袁 代表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实现就业和

正规就业的概率袁 1- 为发生比袁可解释为就业的

概率与未就业的概率之比和正规就业的概率与灵

活就业的概率之比袁 为解释变量袁具体为单项生计

资本的得分指数渊 =1袁2袁3袁4冤袁 0 为常数项袁 i 为回

归系数遥 式中 Logit 与解释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袁
与解释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遥

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确定发生比 = 1- 的公式院
= 1- =exp渊 0+ k

i = 1
移 i 冤 渊5冤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袁考察 变化一个单位

对 的影响遥可以将 变化一个单位后的发生比设

为 *袁于是有院
*=exp渊 + 0+ k

i = 1
移 i 冤= exp渊 i冤 渊6冤

式渊6冤表明袁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袁 每

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发生比是原来发生比的 exp
渊 i冤倍袁即发生比扩大 exp渊 i冤倍袁当回归系数为负

时袁发生比缩小遥
根据以上模型设定袁利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多

元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 回归过程中自变量的引

入方式采取强行进入策略袁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城市贫困家庭就业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袁拥有

较多人力资本的城市贫困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就业

的方式获取生计来源袁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袁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 logitP渊就业与

未就业概率之比冤增加 3.009 个单位袁即可以使城市

贫困家庭成员选择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20.267 倍遥拥

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城市贫困家庭更倾向于不就业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袁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

位将使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就业的发生比减小 0.377
倍袁究其原因袁是因为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袁其依

赖于亲友扶持和社会帮助的心理越强袁从而导致他

们不愿意通过付出劳动的方式获取经济收入遥 物质

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显著性效果不显著袁但仍具有一

定的解释力度袁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袁每
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将使就业发生比扩大

1.554 倍袁 而增加一个单位金融资本的就业发生比

的比扩大倍数为 1.416 倍遥
已就业城市贫困家庭就业形式的回归结果显

示袁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有可能选择正规的工

作形式袁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袁每增加一

个单位的人力资本能够引起 logitP 渊正规就业与灵

活就业的概率之比冤增加 3.443 个单位袁即可以使城

市贫困家庭选择正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31.281 倍遥
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贫困家庭获得正规就业的机

会越多袁因而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形式袁在其他

条件不变时袁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将引起

logitP 增加 4.26 个单位袁 即可以使贫困家庭选择正

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70.81 倍袁 其原因在于社会资

本丰富的家庭获取正规就业岗位的途径更多遥 拥有

较多物质资本的贫困家庭越有可能从事正规就业袁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

资本能够使正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18.859 倍袁因为

物质资本越丰富袁人们的居住生活越趋向于稳定袁因
而更愿意选择较为稳定的正规就业方式遥 金融资本

越丰富的贫困家庭越有可能选择灵活的就业方式袁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袁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金融资本能

够使正规就业的发生比缩小 0.159 倍袁其原因在于

金融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袁相对来说更有资金进行个

项目
就业行为渊参照项院未就业冤 就业方式渊参照项院灵活就业冤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Sig 值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Sig 值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常量

3.009
0.441
0.348

-3.277
-1.650

1.131
0.814
1.904
0.857
0.966

7.071
0.293
0.033
14.624
2.914

1
1
1
1
1

0.008***
0.588
0.855
0.000***
0.088*

3.443
2.397

-1.836
4.260

-6.289

1.824
1.810
3.894
1.643
2.212

3.562
1.753
0.222
6.719
8.026

1
1
1
1
1

0.059*
0.186
0.637
0.010**
0.004***

表 3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

注院鄢代表 P<0.10曰鄢鄢代表 P<0.05曰鄢鄢鄢代表 p<0.01曰NagelkerkeR12=0.234曰NagelkerkeR22=0.28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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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的前期投入遥
四尧结论

城市贫困家庭作为城市中的主要弱势群体之

一袁 其生活状况对城市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本文以城市贫困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计问题为

研究对象袁 在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理论基础上袁对
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了有效的测量袁并就

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实

证分析遥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院
第一袁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匮乏遥 实

地调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袁城市贫困家庭成员

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水平袁身体健康状况

也体现为一般袁走访过程中发现袁相当一部分贫困

家庭有残疾家人曰物质资本方面袁虽然大部分贫困

家庭拥有自有住房袁 但多为房龄较长的单位房袁住
房面积普遍偏小袁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善袁住房满意

度低曰贫困家庭多为本市户口袁其亲戚朋友也多为

困难家庭袁富裕亲友极为少见袁政府安排是他们获

得工作的主要途径曰家庭月收入普遍偏低袁经济来

源主要依靠政府救济和低工资收入袁 家庭存款极

少遥 总体来说袁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极其匮乏袁
生计非常困难遥

第二袁在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构成中袁物质资

本得分相对最高袁人力资本次之袁金融资本最低遥 大

多数城市贫困家庭都拥有房屋产权袁但住房质量很

低袁人力资本得分虽相对较高袁但人力资源闲置现

象较为普遍袁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救济方面袁
金融资本严重不足是他们生计困难的最直接原因遥

第三袁人力资本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就业行为和

就业方式均有正向的影响遥 人力资本越丰富的贫困

家庭越有可能采取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的生计

策略曰在就业形式的选择上袁人力资本越丰富的贫

困家庭成员越有能力获得正规的就业岗位袁因而更

倾向于正规就业遥
第四袁社会资本丰富的城市贫困家庭对政府救

助的依赖心理比较严重袁倾向于选择不就业的生计

策略曰对于那些选择就业的贫困家庭袁他们的社会

资本越丰富袁从事正规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遥
积极就业应该是解决城市贫困家庭生计困难

的主要途径之一袁而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难的原因主

要在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的不足遥 人力资本

方面袁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城

市贫困家庭成员的个人素质和劳动技能是急需解

决的现实问题遥 另外袁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主

要体现在政府帮扶方面袁实证研究表明帮扶反而制

约了城市贫困家庭就业的积极性袁这就需要我们反

思政府的救济方式袁 对于缺乏健康劳动力的家庭袁
采取现金救助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袁而对于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家庭成员袁如何将社会资本转化为人力资

本以促进其就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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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lihood of poor urban household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a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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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score of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can promote Poor Urban Households choosing employment as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while social capital has a reverse effect; those rich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
regula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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