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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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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历史数据实证检验了农

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各类财政支出对其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１）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表明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将随

着财产性收入的提高而增加；２）农村居民工资收入的非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表明农村居民非

农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３）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

入进而改变消费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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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明

显差异［１］，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原

因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阶段我国农村居

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２］，其消费规模和

消费结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消费规模扩大，

非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显著提高。

如何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优化其收入结构，

进而引起其消费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深

远的意义。

孙皓等［３５］认为，近年来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持

续下降，但是居民消费结构仍不合理，高端产品需求

不足。目前对消费结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商品或

服务的需求特征对其分类，以各类消费支出的占比

来度量消费支出结构［６９］。唐琦等［１０］的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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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需求缺乏弹性的消费品在

总消费中占比不断下降，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比重

不断上升。而政府“三农”支出等财政支出则极有可

能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但是如何

通过政府的各项“三农”支出去影响农村居民的需求

结构，目前仍没有相关的实证结果和理论解释。同

时现有文献中，对农村居民需求结构影响因素的研

究成果较多，但从收入结构视角分析其对消费结构

的研究较少，未能很好地解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

化的驱动力。加之中国农村居民食品类消费的自给

程度较高，恩格尔定律难以反映中国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的特征，仅从各项消费占比的变化去分析消费

结构，并不能揭示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

拟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对消

费结构的影响机理，结合各项收入来源对消费结构

的实证结果进行检验，进而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１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特征及与消费结构的

关系分析

１１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特征分析

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由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

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其中，

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农村家庭作为独立生产的主体，

从事生产、服务而获取的收入，具有生产规模小、转

型快、收入预期相对稳定，但波动性较大的特点；工

资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后获得的收

入，收入稳定性高于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指

为了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或避免从事农业收

入的大幅下降而对农村居民或对其所从事的农业劳

动的各类补贴，如救灾款、抚恤金等。近年来，农村

居民总收入保持了１０％左右的高速增长，由于人均

工资收入增长率远远大于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

（见图１），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由家庭经营收入占主体转变为

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双主体的结构。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及收入构成的变化，其

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的各类支出可分为

生存型支出和非生存型支出两大类，其中食品支出、

衣着支出和居住支出为生存型支出；家庭设备及用品

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

其他支出为非生存型支出。从图２可以看出，生存型

支出在农村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非

生存型支出在农村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

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７％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６３％。

图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农村居民家庭各类人均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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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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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构成变化导致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传统上农业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

来源，是农村居民传统的生活保障基础。由于受到

自然灾害、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影响，那些从事农业的

农户们的家庭经营收入波动大，其收入大小对于农

村居民消费心理会有较大影响，表现为农村居民经

营收入的生存型边际支出大于非生存型边际支出。

随着农村居民受雇于非农部门获取工资收入，不但

可以提高其总收入，还可以开阔农村居民的视野，对

医疗、教育、文化等非生存型消费更为重视。农村居

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居民的

临时性收入，收入的稳定性较低。农村居民消费结

构的转变主要在于工资收入的提高，工资收入对非

生存型支出影响显著。

１２　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收入因素分析

代表性农村居民家庭的效用由生存型消费犆１

和非生存型消费犆２ 决定，设定农村居民的效用函数

为犝狋＝ｌｎ犆１狋＋λｌｎ犆２狋，λ为代表性农村居民家庭在生

存型消费和非生存型消费之间的权重。当消费总额

（犆狋＝犆１狋＋犆２狋）一定，农村居民家庭效用最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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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狋＝λ犆１狋。设非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为ω狋，农村居民的效用为：

犝狋＝ｌｎ（１－ω狋）犆狋＋
ω狋
１－ω狋

ｌｎω狋犆狋 （１）

　　令狋期的消费结构为两类消费的比例：η狋＝

ω狋
１－ω狋

，０＜η狋＜１能较好地反映家庭消费结构的变

化，η狋 值增大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更为注重

非生存型消费。

农村居民收入是影响生存型消费和非生存型消

费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决策时，会根据以往

的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安排其消费结构。上一

期家庭经营性收入对生存型消费决策影响最大，本

期生存型消费由上期经营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

决定：（１－ω狋）犆狋＝α（１－δ狋－１）犢狋－１。其中α为上期

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边际消费倾向，δ为

家庭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本期的工资收

入是决定非生存型消费量最大因素，令β为本期工

资收入的非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可知本期非生存

型消费ω狋犆狋＝β（１－δ狋）犢狋。

为了比较不同类别收入的各类边际消费特征，

设定消费者偏好γ＝
α

β
；γ＞１时，农村居民工资收入

所带来的非生存型边际消费高于经营收入的生存型

边际消费；γ＜１时，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所带来的非

生存型边际消费低于经营收入的生存型边际消费。

若总收入稳定增长，若增长率为犵，则狋期收入为：

犢狋＝犢０ｅ
犵狋，犢０ 为０期收入，能够得到：

η狋 ＝γ
δ狋

１－δ狋－１
ｅ犵 （２）

　　由式（２）可知，消费结构η狋 受到边际消费倾向、

收入构成、总收入增长率的影响，设定本期工资收入

的非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β＝０．５２，上期家庭经营

性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α１＝０．５

或α２＝０．６，那么γ１＝１．０４或γ２＝０．８７；工资收入比

重从０％升至９０％时，消费结构η狋 模拟结果见图３。

图３　收入构成对消费结构影响的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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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图３的数值模拟结果可知，在各类别收入的

边际消费不变条件下，家庭工资所占比重上升导致

发展收入比重的增加，消费结构变化更快。

２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对消费结构影响

的实证分析

２１　计量模型说明

如前文所述，农村居民的总收入由多种来源构

成，不同类别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因此分别考

虑不同类别收入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较大差

异。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

低，本文将农村居民收入（犢狋）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

（犢１狋）和工资收入（犢２狋）两部分，即犢狋＝犢１狋＋犢２狋。为

了反映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设农村家庭经营收入

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为δ狋，那么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

资收入分别为犢１狋＝δ狋犢狋，犢２狋＝（１－δ狋）犢狋，δ狋 反映家

庭收入构成的特征。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从事第

一产业经营活动的所得，长期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

入来源。工资收入多为农村居民受雇于其他经营单

位所得，属于临时性收入。农村居民总消费（犆狋）可

分为生存型消费（犆１狋）和非生存型消费（犆２狋），即

犆狋＝犆１狋＋犆２狋。农村居民根据当期的预期收入（犢ｅ狋＝

犢ｅ１狋＋犢
ｅ
２狋）决定当期的总消费（犆狋）。

假设农村居民根据当期的预期收入安排非生存

型消费支出，根据上期家庭经营收入决定本期生存

型消费支出的规模，那么生存型消费和非生存型消

费是不同预期收入来源的函数。由于生存型消费是

在最低消费水平上，随着预期的家庭经营性和工资

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估计预期的家庭经营收入

和预期的工资收入对农业居民的各类消费的影响，

可以通过线性计量模型（３）和（４），分别估计各类收

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

犆１狋 ＝犆０＋α１犢
ｅ
１狋＋α２犢

ｅ
２狋＋μ１狋 （３）

犆２狋 ＝β１犢
ｅ
１狋＋β２犢

ｅ
２狋＋μ２狋 （４）

　　农村居民预期收入由预期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预期的工资收入组成。家庭经营收入稳定条件下，预

期家庭经营收入由上一期的家庭经营收入决定，那么

犢犲１狋＝δ狋－１犢狋－１；工资收入波动性较大，农村居民根据上

一期的工资收入对本期收入进行预期，并对过去的经

验逐步调整，假设其自适应预期调整过程为：

犢犲２狋－犢
犲
２狋－１ ＝γ（犢２狋－犢

犲
２狋－１） （５）

　　式（５）中γ为预期系数，将式（５）带入式（３）和式

（４），分别得到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和非生存型消费

的滞后变量模型：

犆１狋 ＝γ犆０＋α１犢１狋－１＋α１（１－γ）犢１狋－２＋α２γ犢２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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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γ）犆１狋－１＋μ１狋－（１－γ）μ１狋－１ （６）

犆２狋 ＝β１犢１狋－１＋β１（１－γ）犢１狋－２＋β２γ犢２狋＋

（１－γ）犆２狋－１＋μ２狋－（１－γ）μ２狋－１ （７）

　　农村居民的预期工资收入取决于农村居民的预

期总收入，即犢ｅ２狋＝（１－δｅ狋）犢ｅ狋；农村居民总收入预期

增长率为犵ｅ狋，那么就有犢ｅ狋＝（１＋犵ｅ狋）犢狋－１，由于预期

家庭经营收入由上一期的家庭收入决定，则有预期

收入构成δｅ狋＝
δ狋－１
１＋犵

ｅ
狋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可以由

式（３）和式（４）变为：

犆１狋 ＝犆０＋α１犢１狋－１＋α２（１＋犵
ｅ
狋－δ狋－１）犢狋－１＋μ１狋 （８）

犆２狋 ＝β１δ狋－１犢狋－１＋β２（１＋犵
ｅ
狋－δ狋－１）犢狋－１＋μ２狋 （９）

２２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农村居民的生存型和非生存型消费支出与家庭

经营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存在

因果关系。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收入是农村居民主

要收入来源，可作为解释变量，财产性收入、转移性

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较低，作为控制变

量，回归分析各类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支出。生存

型支出和非生存型支出中包含的各类支出数据来自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１４》。政府针对农业的各类

财政支出能够降低农业经营收入的成本，提高农村

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目前的统计数据有：水利建

设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业基本建设支出这三

个指标，这三类支出在统计上有所交叉，需要从历史

数据中考察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对农

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政府的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降低对水利建设设施影响最大，水利建

设投资由水库、防洪、灌溉、除涝构成。其中灌溉投

资与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采用灌溉

投资作为控制变量，考察政府的农村公共投资对农

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灌溉投资数据来自《中国水利统

计年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

年鉴》。自１９９８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

发国债安排的支出，且２００７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

支出的口径调整，故采用支持农业生产支出数据，来

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此外，尽管２００６年取消

农牧业和农业特产税，针对农业主要税收收入还有

契税、烟叶税和耕地占用税，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产

生一定的影响，可作为政策变量研究这些税收收入

与农村居民支出之间的关系，农业主要税收收入数

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变量说明和数据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含义（单位） 样本数 均值

被解释

变量

生存型消费支出（元／人） ２４ １２６６．４９

非生存型消费支出（元／人） ２４ ５６５

解释

变量

工资收入（元／人） ２４ １１９２．２８

经营性收入（元／人） ２４ １７５０．５５

控制

变量

财产性收入（元／人） ２１ ９９．７８

转移性收入（元／人） ２１ ２２４．９６

政策

变量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亿元） ２８ １１９９．６６

灌溉支出（万元） ３９ ５６９６１８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万元） ２６ １４７３６３０．０１

农业税收（亿元） ２８ １１２８．８

２３　实证结果

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及上一期的家庭经

营收入为解释变量，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为控

制变量，分别估计不同类型收入对生存型支出（模型

１～４）和非生存型支出（模型５～８）的影响，估计结

果见表２。

表２　生存型支出与非生存型支出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收入类别
生存型消费支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非生存型消费支出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常数项 １２１．８４
（１．７２）

７８．２４
（１．００）

－３１２．４
（－１．０９）

３０５．６９
（１．０３）

－ － －

工资收入 ０．５０

（６．８６）
－０．２４
（－１．６７）

０．６９

（７．２６）
０．７１

（１１．４５）
０．５２

（２．３１）
０．５２

（３３．６７）

经营收入 ０．５５

（６．３４）
０．６８

（７．７５）
０．０５

（３．６５）
０．０９

（１．９８）

经营收入（－１）
１．２３

（１．９５）
０．３４

（２．０１）
０．５４

（１．９２）
０．０９７

（１．８０）

财产性收入 －
４．５１

（４．３７）
０．１１
（０．２０）

－

转移性收入 －
１．４６

（４．２６）
－０．８０

（－４．３７）
－

犚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０．８５ ０．９９１

　　注：表示５％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１％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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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经营性收入对非生存型支出无显

著影响，其生存型边际支出为０．６８，工资收入提高

会增加家庭非生存型支出。转移性收入对家庭生存

型支出是正向作用，非生存型支出为负向作用，经营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生

存型支出均为正向影响。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每增加１元，生存型支出

平均增加４．５１元；人均转移性收入每增加１元，其

生存型支出增加１．４６元；人均经营性收入每增加１

元，生存型支出增加０．３４元。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

民生存型边际消费支出较大，而对非生存型消费支

出影响不显著。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非生存型支出

为正向影响，因而提高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文化娱

乐、健康保健等其他非生存型支出比例，促进农村居

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关键还在于为农村居民提供更

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增加不仅

提高其工资收入，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有重要

的影响。之前式（８）和式（９）的估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　自适应预期调整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α１ α２ β１ β２

０．６９ ０．９２ ０．４０ ０．８４

　　由表３可知，农村居民预期工资收入的生存型消

费边际支出大于非生存型消费边际支出，预期工资收

入对农村居民的非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家庭经营收

入的生存型消费边际支出大于非生存型消费的边际

支出。可知，即使总收入不变，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收

入预期会导致消费结构随之变化；农村居民收入构成

的变化最终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通过从

事家庭农业经营、受雇于非农部门、财产性收益、政府

转移支付等渠道获得收入，不同的收入源的边际消费

倾向存在差异。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生

存型消费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非生存型

消费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的过程。

政府的“三农”财政支出能够影响农村居民家庭

经营成本，其对诸如保健、住房和教育的大规模支

出，能够影响收入再分配［１２］，而对我国农村居民收

入影响更为显著的是政府针对农业的各类财政支

出，其中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方面的投资，对于消除贫

困以及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１４］。考虑到政府与农业相关的各类财政支出，是

通过降低农业经营收入的成本，提高农村居民的家

庭经营收入，进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故本文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与三类财

政支出的交互项作为重点解释变量，农业税收与家

庭经营性收入的交互项作为政策变量，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依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研究其对生

存型消费支出（模型１）和非生存型消费支出（模型

６）的影响，进而判断政府财政支出如何通过家庭的

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此外，

为了减少交互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

产生影响，考虑分别在估计模型中加入政策变量与

经营性收入的交互项，这样有利于具体分析每一类

财政支出对生存型消费支出（模型２～５）和非生存

型消费支出（模型７～１０）的影响。各类模型的估计

结果见表４。

表４　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ｓ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生存型消费支出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非生存型消费支出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常数项 ６８．３１
（１．０２）

－１１０．４
（－１．１８）

２０５．６９
（１．０６）

１８５．７２
（１．１５）

１６３．８５
（１．２９）

－ － － － －

经营性收入 －０．２４
（－１．６７）

０．３４

（９．１１）
０．４９

（８．２６）
０．５６

（８．５４）
０．３７

（５．５４）
０．１１

（１．９５）
０．０９

（２．１５）
０．１２

（８．９１）
０．２６

（７．５２）
０．１０

（６．２７）

经营性收入×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

－０．２３４
（－１．３２）

０．５７

（１５．７３）
０．０６
（１．５２）

０．０５
（１．２６）

经营性收入×
灌溉支出

－０．２４
（－１．４６）

０．４５

（１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２１）

经营性收入×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０．３６６

（２．３５）
０．６３

（１５．６２）
０．８０

（５．１２）
０．９８

（８．１２）

经营性收入×
农业税收

－０．２１１

（－２．０３）
－０．３１

（－１３．７５）
－０．０２

（－４．２８）
－０．１２

（－５．９８）

财产性收入 １．０６

（３．２６）
０．２２
（１．３７）

转移性收入 ０．６９

（３．８６）
－０．１８

（－２．８９）

犚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１ ０．９１３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１

　　注：表示５％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１％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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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犚２ 来看，生存型消

费支出与非生存型消费支出９０％以上的变化均可

以由经营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与政府农业政策变

量的交互项较好地解释。首先表４中，模型２～５与

模型６～１０分别估计了支持农业生产支出、灌溉支

出与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这三类财政支出对两类消费

的影响，其中模型２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对生存型

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为０．５７，通过了１％的显著性

水平，表明支持农业生产支出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

影响居民经营收入提高生存型消费支出，而模型７

交互项对非生存型消费支出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不显

著。模型３中灌溉支出与经营性收入交互项的系数

在１％水平下显著，为０．４５，即灌溉支出也能够通过

影响居民经营收入提高生存型消费支出。而模型８

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增加灌溉支出的措施，不能通

过居民经营收入渠道对非生存型消费支出产生积极

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模型４和模型９中交互项对

应系数分别为０．６３和０．９８，且均在１％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这表明政府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投入可以

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来提高其生存型消

费支出和非生存型消费支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

的情况下，将所有交互项纳入同一模型之中进行检

验，如表４中模型１和模型６，估计结果显示经营性

收入与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交互项等核心变量，对生

存型消费支出、非生存型消费支出的影响与表４其

他模型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文估计结果具有一定

的稳健性，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通过强化农业综合开

发资金的投入，可以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有效措施。此外，农业税收这一政策变量也是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根据表４模型１和

模型６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领域相关税收越高，可

以通过影响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抑制农村居民的生

存型消费支出和非生存型消费支出。财产性收入对

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对非生存

型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而转移性收入虽然对农

村居民非生存型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是却

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估计结果显示

人均转移性支出每增加１元，其生存型支出增加

０．６９元。

３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生

存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

居民持有的金融性资产较少，农村居民从房产、土地

获得的财产收益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随着农村

的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然会大幅增加农村居

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增

加非生存型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工资收入的非生存

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说明农村居民在非农部门就

业，除了增加其收入外，还将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

构。可以预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的非农

收入会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会逐步发生变化。此外，政府在农业领域的三类财

政支出可以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进

而改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其中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最明显，可见政府增加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能够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

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启示如下。

１）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表现为“家庭经营收入＋工

资收入”的双主体结构，而候鸟式迁徙就业增加了农

村居民同时获取工资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成本。

小城镇建设有助于农村居民就近就业，解决了在非农

部门就业时难以兼顾农业经营的窘况，避免农村居民

因获取工资收入导致家庭经营收入大幅下降。

２）增加农业财政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水

利建设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等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其中农业综合开

发投资具有针对性强，投资效率较高的特点，能够降

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成本，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经营

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有着明显的促进

作用。

３）推进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目前的土地

产权制度不能保障农村居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财

产性收益，且随着农村居民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增加，

土地流转交易制度的完善显得尤为迫切。政府应该

明确土地权益，推行土地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

化步伐，改变农业行业收入劣势，从而影响农村居民

的消费心理，增加非生存型消费支出，同时逐步提高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

收入来源渠道。

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消费预期。长

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居民的预期消费支

出增加，不利于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这就要求政

府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村的

社会保障覆盖率，包括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

义务教育补贴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适当减

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形

成良好的心理预期，进而增加各类消费支出，优化消

费结构。

９６３王艳，等：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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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Ｐａｐｅｒ０１２０３４．

［１９］ＳＵＮＳｈｕａｉｈｕｉ，ＧＵＯ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

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ｓｃｒｏｌｌ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ｗｉｔｈ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４ｔｈＪｏｉｎｔＵ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４，

ＰａｐｅｒＶ０１ＢＴ１０Ａ０４７．

（责任编辑　王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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