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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中的教育与农村
居民收入流动性*
吕之望刘拥军
〔摘

要〕本文使用1997至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分析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其中重点考察代表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以及代表地区经济
发展和体制变迁的市场化程度 。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居民向高收入等级

流动具有积极且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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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上升，而同时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的迹象 。2011年
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 3897①,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2008年以后才小幅逐渐回落,2016年这
一系数也在0.465。不过这种差距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农村收入格局的根本特征，因为还需要考虑

收入的流动性。收入流动性概念的引入把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常用的测
量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是基于截面数据来度量个体间收入的分布状况，那么收入流
动性更注重经济个体在不同时期相对收入的变动。个体由穷变富、由社会底层到社会上层,或者相
反的过程就是收入的流动性。

居民的收入格局如同旅馆的楼层和房间分布,收入流动就是旅客房间层次的变动。收入上升
如同搬到更高层的房间,而收入下降可以比作搬到更低层的房间。从长期来看,有人往上层搬 ,有

人往下层搬，也有人保持不变,构成了下一期的收入格局。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来讲 ，暂时的不平
等并不值得忧虑，只要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足够大,任何一个时点上人们就能够容忍更高的收入不均

等局面。因为对于个体，尤其是处于收入底层的个体而言，如果对未来收入增加充满信心,那么当

期的收入再低也是可以忍耐的。可以想见，如果当期较高的收入差距伴随着较高的收入流动性，那

么从长远看收入分配并不会恶化。
实际上，收入流动性也体现出机会的均等程度,这可能与经济个体的外生特征，譬如性别、种族

有关，也可能与社会经济制度有关。或者说，收入流动性的大小从根本上依赖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制
度、公共政策体系和机会平等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权衡,2008 ）。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对
收入的增长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收入的流动性，则需要深入考察。因此，农村居民

*吕之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刘拥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本

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市场化进程中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3CJY019）的支持。
①此后国家不再单独公布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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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涉及到当前和未来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需要发现影

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或者原因’

二、文献综述
早先,熊彼特和弗里德曼对于收入流动性就有过关注'近几十年来，国外在收入流动性领域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很多是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这与发达国家数据的可得性有关。在对收
入流动性进行测度时往往根据职业、种族、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进行对比研究。如Friedman and

Kuznets（1954）对比了不同职业的收入变动状况 ，发现牙医和医生的收入流动性更低 。Schiller
（1977）研究美国的收入流动性时关注了黑人工人的低流动性 。Dunccn（1979）利用收入动态面板
数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c,PSID）发现,处在底层的黑人的收入流动性很低 ，而处在顶部
则很高。Creedy and Hart# 1979）发现英国20岁至30岁之间的人群的收入流动性大。

Atkinson et ai. （ 1992）对收入流动性研究方法和重要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梳理 。此后对

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也更多关注影响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很多学者都得出结论，教
育在决定个人收入流动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显著地影响着收入流动性的水平和流动方向。
Geweke and Keene#2000）利用PSID数据研究美国居民生命周期中的收入流动性问题，发现高等
教育在人一生当中的回报应该更高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教育的影响。
Scott and Litchfield# 1994 ）对智利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以及Herrera# 1999 ）对秘鲁居民在

1985-1996年期间收入流动性的分析，都发现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居民收入流动性的
主要变量。

Fields et ai. #2010）把收入流动性与宏观经济形势联系起来 ，他们发现随着阿根廷经济的大
起大落，收入流动是收敛而非发散的，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货币收益最多的群体在经济衰退时货

币损失也是最多。这就意味着个人的收入流动不仅与个体特征有关，也与外部环境相关。实际

上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就体现着外部环境的影响。Trede # 1998）发现美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德国 。
Khoe and Pencovei#2006 ）比较了 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两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发现前者高
于后者。

我国对收入流动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成果斐然。例如，王海港（2005）发现中国居民总体

的收入流动高于发达国家;尹恒等# 2006）研究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流动，把居民按教育程度分组来
测算流动性水平，发现高教育者具有更高的收入流动性;权衡# 2008）在对上海市居民收入流动性

的研究中发现，学历与职业流动周期呈反比，即劳动者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流动周期就越短，则其

收入发生较大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以上都是对城市居民收入的研究，是否适用于农村的实
际情况还有待考察,毕竟农村居民的生产和就业与城市居民相比有很大不同 。不过可以想见的是，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向上流动。
分析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采用Multinomiai 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在
两个时间点的相对收入水平的比较。在每一期收入五等分或者十等分的基础上，观察个体收入等

级的变化。孙文凯等#2007）对导致农户收入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水平的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教育水平提升对低收入农户收入流动性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是对高收入农
户无显著影响。章奇等#2007）利用一个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性的因素，发现了
家庭抚养人口、人力资本禀赋和土地流转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影响 。严斌剑等

#2014）得到的结论与此相近。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 ，而
初等教育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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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即使居民的教育等个体特征不变，在长期内其收入流动性也是不同的，因此就需要考
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就此问题，也有研究关注市场状况,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居民收入流动

的影响。Randolph and Trzcinski# 1989）关于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层在劳动力市场的表

现影响收入流动,不过这仍然是从个人特征的角度分析的。而Woolard and Klasen（2005 ）发现呈现
高失业率的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流动，因为它导致劳动力在空间和职业上发生转换 。
对中国的居民，包括农村居民而言，市场竞争程度应该也会影响收入的流动,性 。不过在中国市
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程度只能算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维度 。市场化进程包含了
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的动态特征,它才是与居民收入相关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 。不同省份、不

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且进展各异，这对居民收入流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市场化是否会
放大其他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三、方法和数据
要分析影响流动性的因素,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探寻个体特征以及外部环境

变量与个人收入层级变动的关系。现有的关于收入流动性的文献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理论，在现存
的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上使用多种统计与计量方法对我国农村居民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

收入流动本质上仍然是收入增长的问题,它是收入基数和增长速度的结合。一户家庭的基期
收入如果处在较高层级，即使增长速度较慢,也会以较大概率保持在较高层级;如果基期收入处在
较低层级，但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家庭，则容易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

根据收入的等分法（常用的是五等分和十等分），把家庭在两个时间点上的收入层级的变动当
作被解释变量。以五等分为例:如果某家庭在基期处于第三层级,也就是中间层，当期跃升至第四
层级或者第五层级，于是该家庭的变动分别可以用 1或者2来表示;如果跌至第二层级乃至第一层

级，该家庭的收入变动可以分别由 -1或者-2表示;如果收入阶层不变，则用0表示。因此被解释
变量表现为从-4到4的整数。
此前诸多学者使用过Multinomiai Logit模型，把个体收入层级的变动当作个体的选择，这个模

型能够反映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特征等因素对每一种收入层级变动的影响。但是‘Multinomial Logit
模型本质上是将代表收入流动的不同方向和幅度的从-4到4的数值当作无大小顺序的选择，我
们认为这个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收入上下流动的程度,也就是说,收入层级变动的程度应当是有序
的。例如，向上跃升4个层级是比跃升3个层级、或者2个、1个层级更剧烈的变动。因此,4表示

收入从最低层跃上最高层的变化，以此类推,0表示收入等级没有变化，而-4表示从最高层跌入最

底层,是其状况恶化的反映。在本文中,我们用mO表示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收入可能具有收敛的特征,本文在将该家庭在上基期的收入等级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用

rankg “表示。为了更准确描述该家庭所处的收入等级,本文在这里使用十等分法,也就是把收入分
为十个层级。

教育水平是本文重点考虑的因素，本文使用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以期

能准确表现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用edu表示。年龄也是必须要考虑的，用age表
示。本文使用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同时增加该变量的平方项。之所以考虑将教育水平和年龄作为

解释变量。因为本文选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教 育年限和年龄，在较长的时期内,这一指标是有
变化的，甚至变化是比较显著的。因为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家庭劳动力的行列，而60岁以上的老
龄人口又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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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家庭劳动力越多，收入也越有保障。本文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家庭人口的比例 ，用

labrai表示。也就是劳动负担率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人口负担轻的家庭是否能够具有更高的向上流
动的能力。同时，为了控制家庭的类型 ，我们增加了家庭规模变量 hhsize,也即是家庭人口数 。这

也是经常被采用的方式，参见万广华（2006） o

模型还需要合理且恰当的市场化程度指标。樊纲等（2011）和王小鲁等#2017）测算了自1997

年至2016年间连续的市场化指数,满足我们对这一指标的要求。本文样本所涉及的9个省各时期

的市场化指数皆来自该项研究，我们选取各地区每个时段市场化的初始水平，用market表示。
综上,本文的基本模型方程（1）为
mob = f（ rankc_1，age，age2，labrat，edu，hhsize，marOet）

（1 ）

考虑到传统的Multinomial Logit回归无法处理面板数据,因此本文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有
序logistic模型，来分析个体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对收入流动的影响，以期能对居民收入流动性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我们将在更长期的时间跨度上来考察农村收入的流动性，以期给出更为
可靠的分析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和营 养调查# China Health and Nutition Survey,CHNS）。该
项调查已经历二十余年,形成了信息 丰富的大样本纵向数据，近年来在收入分配、人口健康和营养

领域被广泛使用，诸多学者肯定了其中收入样本的代表性。就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等问题而言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本文选取CHNS中1997年和2015年7个年度9省（区）的农村地区家庭的相
关变量的调查数据①，居民的收入流动用相邻两个年度收入层次的变动来表示 ，而解释变量一般采

用每个时段的初始值。

四、模型及检验
（一'）初步检验结果

我们使用不同的模型对方程（1）进行回归，进行初步的检验。在模型1中我们使用混合回归,
也就是把居民收入的流动情况当作连续变量 。模型2是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有序logisttc回
归。与模型1不同的是，这里将居民收入的流动情况看作序数，从-4到4共有9个等级。模型回

归结果如表1 o

表1模型的初步检验结果
m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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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

rbstO. ere

coef

sideee

rankt_1

-0.3370

0.0042

-0.5425

0.0119

edu

0.2321

0.0133

0.3766

0.0221

e

0.0458

0.0104

0.0719

0.0160

v

1

-0.0005

0.0001

-0.0007

0.0002

labrat

0.2130

0.0547

0.3540

0.0850

hhsize

-0.0660

0.0094

-0.0991

0.0154

a

①

模型 2

模型1

调查年份为 1997、2000、2004、2006、2009、2011 和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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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2

模型1

mob

coeS

rbstd. err

coeS

stt. err

0.0301 !!!

0.0067

market

0. 0260 **

0.0046

cons

0.4561 !!

0.2300

注：* ^**、***分别代表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的混合回归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显示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在 1%的水平上显
著的。模型2是随机效应有序Pgistic回归。同样，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说

明回归是稳健的。

回归结果显示，居民上一阶段的收入等级对收入流动的影响是反向的，其系数为负数。根据设

定，该指标为1到10的数值，表示居民收入由最低到最高的十个等级 。它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原本
处在高收入等级的居民倾向于向下流动,而原本处于低收入等级的居民倾向于向上流动 。这实际
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收敛特征。
我们用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代表该家庭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该变量系数为正且显

著，这和直观判断是相符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村家庭从低收入等级向高收入等级迈进。
家庭劳动的平均年龄系数也为正，但是平均年龄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这一结果也与直观判

断相符。年龄代表工作经验，应该获得收入的回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
逐步下降，收入也会随着减少。这影响了这类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

与劳动力相关的变量，我们还选择了家庭劳动负担率，是为了区分富有劳动力的家庭和劳动

力短缺的家庭在收入增长方面的差别。同时，为了控制家庭的类型 ，我们选取家庭规模，即家庭

人口数作为解释变量。该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家庭人口越多、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向高收入等

级攀升。
本文将各地不同时期的市场化程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目的是考察市场化是否能够有利于居
民收入的流动。市场化程度越高,是否意味着居民能够获取更多的赚取收入的机会。结果表明，这

一影响是积极的且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市场化程度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

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中介组织发育程度的综合体现。市场体系越趋于完善 ，市场化指数
也就越高。在这一进程中，居民能够获得更多更为公平的获取收入的机会，也就表现为以更高概率
向上流动。

(二)进一步的分析

在初步的分析中,各因素都通过了检验。本文重点关注教 育水平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

此,我们在随机效应有序Pgistic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变量。如章奇(2007)发现
初等教育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为了检验这一特征，我们增加教育的平方项,考察教育是否会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加速提升流动,性。
同时,本文还考察市场化程度的变化是否会使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增加了市场化指数和
教育水平的
项'

模型3增加市场化程度与教育水平的交叉项。这样做的目的是考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
教育水平是否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的收入。但是该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说明市场化程度并不有
助于提升教育回报率。不过这一结果并不显著,所以我们不进行深入探讨o
模型4考察教育对收入流动影响的非线性变化，即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教育的平方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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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项的系数为正，这与章奇（2007）的结果一致，说明教育水平对流动性的影响会随着受教育程

度的上升有递增的效果。不过这一结果不显著。
模型5把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包含进来,其结果与前面的分析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模型是稳健

的。不过，市场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交叉项还是不显著的。

表2

随机效应有序logistic回归
模型4

模型3

模型5

mob

std. err

coeS

stt. err

coeS

stt. er

ranks 1

-0.5426 !!!

0.0119

-0.5425 !!!

0.0119

-0.5426 !!!

0.0119

edu

0.3910!!!

0.0378

0.2929 !!!

0.0554

0.3072!!!

0.0633

0.0230

0.0139

0.0230

0.0139

coeS

edu2

e

0.0717!!!

0.0160

0. 0737 ***

0.0161

0.0734!!!

0.0161

x

-0.0007 !!!

0.0002

-0.0008 !!!

0.0002

-0.0008 !!!

0.0002

labrat

0.3538 !!!

0.0850

0- 3682 ***

0.0855

0.3680!!!

0.0854

hhsize

-0.0992 !!!

0.0154

-0.0971 !!!

0.0154

-0.0972 !!!

0.0154

maak4t

0.0358 !!!

0.0127

0. 0311

0.0067

0. 0362!!!

0.0127

maak4tD4du

-0.0032

0.0067

-0.0032

0.0067

s
w

***

注：* !**、***分别代表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三）向下流动与向上流动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各因素对收入流动不同方向或者层次的影响，需要借助新的模型分析。出
于方便计算的考虑，我们下面对表示收入流动状况的变量进行简化处理。即向上流动的统一赋值

为2,未发生位置变化 ，也即是没有流动的赋值仍然为 1,向下流动的统一赋值为 0。这样,就保持

了原被解释变量的基本结构，又对数据进行了简化。在下文中，被解释变量mob-2表示。
实际上这样Multinomial Logii回归的思想相似，不过传统的Multinomiai Logit模型无法解决面

板数据的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广义线性潜变量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Latent And Mixed
Models，Gllamm）。在这个模型中，我们不再考察教育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

该模型的估计结果以收入不流动，即收入位置不变 （被解释变量赋值为1）为参照水平，给出了
收入向下流动（被解释变量赋值为0）和收入向上流动时的估计结果（即被解释变量赋值为2）。

可以看到，家庭初始的收入层级对收入流动的影响显著。对向下流动的系数为正，对向上流动

的系数为负。这说明相对于收入层级不曾变化的农村家庭来说，初始收入层级越高，越可能向下流
动，否则就越可能向上流动。这符合直觉,因为收入增长具有收敛特征。如同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
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继续向更高收入层级跃进的可能小于向下级收入层级滑落的可能 。

与家庭初始的收入层级系数的正负关系相反，教育水平对向下流动的系数为负，对向上流动的
系数为正。表明相对于收入层级不曾变化的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越高,越可
能向上流动，否则就越可能向下流动。不过对于向下流动而言,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常讨论平

方项是以水平项显著为前提的，不过这里教育水平仍对向上流动显著，所以保留了平方项）。另

外，教育的平方项对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系数都为负且显著，说明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其对两
个方向的流动的作用都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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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dmm模型估计结果

向下流动

流

mob-C
ranks _1
edu

ste. eir

coef

std. eir

0.2314

0.0095

-0.3363

0.0096

0.0689

0.2771

0.0712

-0.0765

coef

edu2

-0.0801

0. 0175

-0.0667

0.0187

t

e

-0.0466

0.0206

0.0512

0.0211

age2

0.0004

0.0002

-0.0006

0.0002

labrat

-0.4151

0.1084

0.0179

0.1109

hhsize

0.0372

0.0186

-0.0824

0.0189

market

-0.0427

0.0106

-0.0061

0.0112

_cons

0.4816

0.4534

0.8009

0.4660

注：*、”、...分别代表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劳动负担率对向下流动显著，家庭规模对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均显著。就系数而言，劳动负担
率对向下流动的系数为负，对向上流动的系数为正,而家庭规模与之情况相反。这两个因素所反映
出的特征与前面的模型基本一致 。总体来说,其表现的实际情况是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收入上升

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人口越多，向上流动的难度越大。
市场化指数对向下流动和向下流动的系数为 均为负，但对向下流动显著而对向上流动不显著o

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收入相对水平不发生变化的情况，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会减少向下流动
的概率。

五、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体现为以下三点:首先，模型中的多数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都与直观判断相

符。教育程度和年龄因为与居民收入往往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本文中,我们也发现这些因素有利于

居民家庭收入向更高等级迈进。其次，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收入流动性有影响。市场化程度越

高，居民收入越可能向更高层级迈进。最后，也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进一步提升
教育对收
的
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促进收入流动，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在我国收入差距大的格局下，要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尤其建立更公平有效的要素市场o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就是要解决妨碍劳动力迁移的障碍，包括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改善外来务工

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降低个人的迁移成本。在资本市场

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融资难的问题。这涉及一系列的金
融体制机制的改革。当前农业生产经营要扩大规模、取得更高收益，往往受信贷资金的约束 ，而农
村资产产权制度滞后，使得农民难以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因此需要在担保、抵押、以及质押
等方面有所突破,真正破解一直以来存在的农民融资难的老问题。这样才能改变农业经营活动的
收 ， 而
收
'

第二，完善教育体制,加大教育投入。投资教育是提升收入流动和促进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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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需要坚持的长期策略。除了在农村继续推行义务教育、确保生活于农村的青少年都能接受
完整的初中教育之外，要努力提高农村高中的升学率，提高农村更高受教育程度居民所占的比
例。因为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在农村教育中,像高中水平这样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更能促进居民

收入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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