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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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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学术界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

身的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２０１１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收入来源和

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收入来源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

以及企业年金都成为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从家庭特征来看,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差异都是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上述

问题导致某些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这表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据此,本文提出推进

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扩大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转移性收入的覆盖面,对弱势群体设立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通道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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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再分配正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我国

的收入再分配还难以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若以转移性收入来代表收入再分配,转移性收入虽

然缩小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了农村内部和城乡收入差距,总的效果是扩大了居民总体收入差

距[１].出现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转移性收入分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２].本文的主要目的,就
是要弄清楚我国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如何缩小居民转移性收入不

平等.
众所周知,转移性收入是收入再分配反映在居民收入上的载体,这种收入本身的分配不平等,显

然无法促进社会公平.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必定是由于转移性收入的各组成部分出现了分配

不平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定义,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

转移支付,以及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具体来说包括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福利

救济、赡养收入、亲友赠送、搭伙费和记账补贴等.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数据来

看,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即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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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全部人均转移性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意味着上述各分项收

入,尤其是属于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各分项收入出现了分配不平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缩小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就需要清楚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大小及其形成原因.例如,从分项收入看,哪种类型转移性收入

的分配增加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从影响因素看,哪些家庭特征因素影响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如

何通过调整转移性收入分配来缓解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现有研究转移性收入的文献,主要分析了转

移性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这种分析很少涉及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

原因,因此难以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转移性收入的收入来源和影响因素的角度,考察我国居民

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期望可以为有关部门履行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提供经验支持和政策

参考.

二、关于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文献评论

已有研究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转移性收入不平等与总收入不平等的关

系;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测算;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
学术界对中国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移性收入不平等与总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上.黄祖辉等人的论文是这方面比较早的文献[１].他们运用 GE指数分解法,发现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的

转移性收入缩小了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但同时扩大了农村内部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存在逆向

调节的情况.此后杨穗等人利用基尼系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３].此外,还有许多文献对转移性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政府转移性支出或社会保障)进行了分析,如朱国才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政

府转移性支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４],高文书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算了收入差距并研究了社会保

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等[５].他们得出的结论也都认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或社会保障缺乏再分配效

应.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如郭庆旺利用 UL模型和２００７年住户调查数据,发现政府转移

性支出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都有缩小的作用[６].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与数据来源不同和

计算误差有关.郭庆旺只计算了居民得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而由此测算出转移性收入仅导致农村

内部基尼系数下降了０００９３,这样微弱的作用很可能就是由于数据来源不同和计算误差导致的.但

它至少说明,即使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内部真的存在再分配效应,也是十分微弱的,而这其实与黄祖辉

论文的结论并无本质差别.
与上述研究相比,学术界对中国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测算相对较少.田卫民利用宏观数据

计算了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发现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由

０３４９下降到０３０６,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由０４５６下降到０３０８[７].杨天宇和曹志楠同样

利用宏观数据,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全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由０６８４下降到０５５４[２].这两

项研究都是采用宏观数据,而宏观数据只能观察到组间影响,无法观察到组内影响,因此容易低估不

平等程度.
关于中国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关文献还很少,其中从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角度

分析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文献,笔者还未发现.从影响因素来看,邹杰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省级

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该项研究没有涉及收入来源

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而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关键[８].一些文献发现,我国转移性收

入的不平等与政府转移性支出的瞄准机制失灵有很大关系[９],而瞄准机制的失灵很有可能反映在家

庭特征上,即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可能并没有使最需要帮助的家庭受益.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家庭特征

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从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利用

CHFS２０１１的微观数据,首先依据Lerman和 Yitzhaki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收入来源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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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１０],然后利用基于回归的收入差距指数分解法,从家庭特征角度分析转移性收

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最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不同收入分位点上的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其中,家庭特征角度分析和分位数回归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转移性收入的瞄准机制出现了哪

些偏误.例如,如果高收入分位点上的家庭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显著高于低收入分位点上的家庭,则说

明转移性收入未能向低收入阶层倾斜,需要改善相应的瞄准机制,而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性收入.通过

以上过程,本文试图找到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具体成因,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用大型微观数据库测算了中国

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第二,具体研究了各项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这大大扩展了我们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提出更合理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理论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研究的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正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现.具体

来说,有以下方面:

１．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由此造成了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政府财

力的差距.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若政府财力存在差距,则必然导致离退休金、
养老金、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标准差距,从而造成区域和城乡户籍居民

之间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

２．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障标准差别很大,非国有企业普遍没有建立与国有企业一致的

分享机制.例如,企业年金制度在国有企业中已普遍建立,在非国有企业中却很罕见,这就形成了转

移性收入不平等.

３．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显著提高,但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
例如,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就越有可能享有更高的转移性收入,而低学历的家庭却缺乏获得转移性收

入的渠道;住房公积金、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只能由企事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享有,而农村贫困

家庭却没有渠道享有这几项收入,这也造成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上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都指向了我国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来源和家庭特征问题,因此,本

文准备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研究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本文采用按照收入来源测算和分解基尼系数的方法,
考察转移性收入各组成部分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总体基尼系数以及伪基尼系数(即基尼系

数集中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Yao的论文[１１].该方法的主要原理如下:
将总人口分为n个收入组(每个收入组可以包含１个人,１个家庭,或者多个人).本文将１个家

庭看作１个收入组.设pi为第i个收入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重,mi为第i个收入组的平均收入,
并按照 mi的大小对这n个收入组进行升序排列.

如果总收入有k个收入来源,那么第k种收入来源的集中率为Gk(即伪基尼系数):

Gk＝１－∑
n

i＝１
pi(２Qki－Ski) (１)

其中,Ski为第i个收入组的第k种收入在全部第k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Qki代表前i个收入组第

k种收入在全部第k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累积和,Qki＝ ∑
i

m＝１
Ski.在求出各项收入的伪基尼系数之后,

总基尼系数 G０可表示为:

G０＝∑
K

k＝１
GkSk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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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k表示第k种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
为进一步分析各分项收入来源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Lerman和Yizhaki提出的

方法,用 Vk表示第k种收入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１０]:

Vk＝SkGk/G０ (３)
我们用ηk表示基尼弹性系数,即第k种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影响,若第k种收入增加

１％,则总基尼系数增加ηk.基尼弹性系数可由式(４)表示:

ηk＝Sk(
Gk

G０
－１) (４)

我们还需要考察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采用Fields和 Yoo提出的基于回归

方程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１２].首先构造转移性收入的回归方程InYi＝α′Z,其中 Yi为转移性收入,Z
为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因素矩阵,α为系数矩阵,α＝[b０,b１  bj,１],Z＝[１,x１ xj,e].根据回归结

果,可以利用以下公式测算各项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sj＝cov(αjZj,InY)/σ２(InY)＝
αj∗σ(Zj)∗cor(Zj,InY)

σ(InY) (５)

其中,sj是j因素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cor(Zj,InY)是Z与InY的相关系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西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１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数据库提供了比

较详细的转移性收入来源数据.目前学术界应用的许多微观数据库,虽然样本量和时间长度均优于

CHFS数据库,但难以提供详细的转移性收入来源数据,无法适应本文的研究.CHFS数据库从中国

２５个省份,选取了８４３８个家庭作为样本.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家庭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收入与

支出三部分.本文按照CHFS２０１１数据库对家庭可支配收入来源的分类,将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为工

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类.根据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界定,转移

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或个体之间经常性的收入转移.本文根据转移性收入的来源,将转移性收入分

为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政府补贴、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和家庭间转移性收入.
其中政府补贴包括救济金、抚恤金、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和食物补贴,家庭间转移性收入包括赡养

费、亲友赠送、节假日礼金收入.
调查问卷中有部分调查值为０.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该项收入确实为０,另一种是存在该

项收入,但是住户不愿意回答而造成数据缺失.以下统计性描述各项数值只计算有该项收入的家庭,
剔除了调查值为０的家庭,因此可能存在一些误差.处理后保留６０６７个家庭样本.具体统计描述见

表１.
　表１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的统计描述 (单位:元)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转移性收入 ６４６３ １６０４７ ４４５６００ １ ６０６７
养老金离退休金 １２１９９ １３３５１ ２４６０００ ２４ １６８１
企业年金 １４９１３ ４６３３５ ２４００００ ９ ３２
住房公积金 １０００３ １２９１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３ ２０８
失业保险 ９３３ ６８９ ２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２
政府补贴 ６３４ ５４６３ １６６６６７ １ １８４２
医疗保险 ４３９４ １４５４７ ２４００００ ２ １５６４
家庭间转移性收入 ２０３１ ８８４８ ３３００００ ３ ３９８７

　　由表１可以看出,６０６７个家庭拥有转移性收入,占样本家庭总数的７１９％,这表明居民转移性收

入的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在转移性收入的各个分项中,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政府补贴、医疗保

险和家庭间转移性收入覆盖范围比较广泛,拥有上述各项收入的家庭均超过了１０００个;企业年金、住
房公积金和失业保险样本数量明显偏低,其中享有企业年金和失业保险的家庭分别只有３２个和１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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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

(一)收入来源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为了考察收入来源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首先剔除了CHFS２０１１数据中没有转移性

收入的家庭,只保留存在转移性收入的家庭,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某些不愿提供转移性收入信息

的家庭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处理后的样本总量为６０６７个家庭.根据公式(２),我们计算出２０１１年

全国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G０)为０７３,这个结果明显高于利用宏观数据测算的转移性收入基尼系

数.这有可能是因为宏观数据的测算低估了组内收入差距,也有可能是因为样本大小和统计口径的

不同,不过本文更加关心的是各项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因素对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因此基

尼系数本身的大小似乎影响不大.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见表２.
　表２ 居民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分解结果(样本量为６０６７)

Sk Gk Vk ηk

养老金、离退休金 ０．５２３０ ０．８６７７ ５４．７０％ ０．０２４０
企业年金 ０．０１２２ ０．９５７２ １．４０％ ０．００１９
住房公积 ０．０５３１ ０．８４７０ ５．４２％ ０．００１１
政府补贴 ０．０２９８ ０．５８９８ ２．１２％ －０．００８６
失业保险 ０．０００３ ０．３３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医疗保险 ０．１７５３ ０．８７８０ １８．５５％ ０．０１０２
家庭间转移性收入 ０．２０６５ ０．７１５３ １７．８０％ －０．０２８４

　　由表２可知,家庭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是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转移性收入的

５２３％,而且其集中率大于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这说明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的增加会扩大转移性收

入差距.根据基尼弹性系数可知,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收入每增加１％,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将增加

２４％.可见,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并没有起到缓解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

型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区域、单位之间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标准差别仍然存在,这造成不

同群体之间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的分配不均衡,城市家庭大部分可以获得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但是农村

家庭几乎无法享受到该项转移收入,并且发达地区家庭获得的养老金和离退休金要高于欠发达地区.
同时,在养老金并轨之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标准也要高于企业退休人员.上述原因

导致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收入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从 Vk可以看出,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的不平等解释

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５４７０％,说明其已成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形成原因.
家庭间转移性收入占总体转移性收入的２０６５％,是仅次于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的转移性收入第

二大来源.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赡养收入、亲友赠送、节假日礼金等已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

组成部分.家庭间转移性收入的基尼弹性系数为－００２８４,说明家庭间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可以缩小

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在现实中,往往是相对贫困或者难以享受政府和企业转移性收入的家庭,子女的

赡养费或亲友的赠送收入更多,这部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转移性收入差距.
医疗保险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１７５３％,是转移性收入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医疗保险的基尼弹

性系数为００１０２,说明医疗保险收入扩大了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该项收入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

贡献率为１８５５％,是除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之外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贡献最大的因素.这很可能是

因为,我国医疗保险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特殊人群医疗补助和特殊人群医疗保险;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仅包括

新型农合和社会医疗救助两项,模式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虽然新农合基金支

出已从２００５年的６１８亿元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１０２亿元,但是２０１１年新农合基金支出仅占政府卫生

支出的２３１８％,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４８７３％相差很远.
住房公积金收入占家庭转移性收入的５３１％,基尼弹性系数为０００１１,收入集中率为０８４７,高

于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这些都说明住房公积金扩大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

６４



原因是,只有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等设有住房公积金,而
农村家庭几乎没有该项收入.

其他三项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在转移性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三者

之和不足５％.其中,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主要是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和失业人群的转移支付,二者的

基尼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８６以及－００００２,因此都有缓解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由于所占

比重较低,对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两项收入的比重较低,原因在于其覆盖面较

小.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报告»,２０１０年约７０８％
的贫困家庭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参保率仅为３０％,保障程度也仅为平均工资的１７％.

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是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但表２的结果表明,企业

年金的基尼弹性系数为０００１９,收入集中率高达０９５７２,具有恶化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年金的享受者大多在国有企业工作,其他群体没有这项收入.不过,企业年金收入

在转移性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仅１２２％),因此该项收入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也较低

(仅１４％).
综上,从转移性收入内部构成的角度来看,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主要来

源,可以解释５４７０％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在转移性收入的各个来源中,养老金、离退休金、医疗保

险、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的增加会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政府补贴、失业保险以及家庭间转移性收

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转移性收入差距.如果再分配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向低收入家庭、欠发达

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力度,将起到降低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二)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研究了收入来源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之后,本部分将研究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不平

等的影响.本文所考察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户籍类型、家庭所在地区、户主的年龄以及户主的学历.
剔除没有转移性收入和存在缺失值的家庭,本文使用６０４０个家庭的数据进行相关研究.限于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文考察的家庭特征变量大多为离散变量.
我们将家庭转移性收入作为因变量,记为lntran.设置户主户籍的虚拟变量记为huk,如果户籍

类型为城市,那么huk＝１;农村户籍为对照组,huk＝０.类似地,我们设置家庭所在地区的虚拟变量:

east(若所在地区为东部,east＝１)、northeast(若所在地区为东北地区,northeast＝１)、middle(若所在

地区为中部地区,middle＝１),西部地区为对照组.考虑到户主的年龄可能对转移性收入产生影响,
我们将户主的年龄age作为自变量.设置户主学历的虚拟变量edu１和edu２,若户主的学历为大学本

科及以上则edu１＝１;若户主的学历为高中及高中以上,大学本科以下,edu２＝１;初中以及初中以下

学历为对照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lntrani＝β０＋δ１huki＋δ２easti＋δ３northeasti＋δ４middlei＋δ５agei＋
δ６edu１i＋δ７edu２i＋ui (６)

　　表３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回归结果

自变量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１) 家庭人均实际转移性收入(２)
常数项 ３．３５０６(０．０９４１)∗∗∗ ３．３５０２(０．０９４１)∗∗∗

huk １．５２２５(０．０５０９)∗∗∗ １．２７８７(０．０５０９)∗∗∗

age ０．０４９５(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９７(０．００１５)∗∗∗

east ０．５０６７(０．０６６８)∗∗∗ ０．５０６７(０．０６６８)∗∗∗

northeast ０．３３１７(０．０８７７)∗∗∗ ０．３３１９(０．０８７７)∗∗∗

middle ０．１２９１(０．０６６５)∗∗ ０．１２９２(０．０６６５)∗∗

edu１ ０．７７３５(０．０９２１)∗∗∗ ０．７７３７(０．０９２１)∗∗∗

edu２ ０．４６８６(０．０５４１)∗∗∗ ０．４６８８(０．０５４１)∗∗∗

adjustedR２ ０．３５５４ ０．３１８９

　　注:括号里面为robust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
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stata１１０软

件对式(６)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３.其

中表３第(１)列是不考虑城乡购买力差异的

回归结果,第(２)列是考虑城乡购买力差异

的回归结果.根据李实等人的估算,２００７
年城乡实际货币购买力为１３∶１,我们在

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计算出

２０１０年城乡实际货币购买力为 １２７６∶
１[１３].从表３可以看出,除了户籍变量之

外,第(１)列和第(２)列各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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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户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１５２２５,城市户籍家庭的平均转移性收入是

农村户籍家庭平均转移性收入的１５２倍,说明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城乡

分割的收入分配制度.城镇居民能够享受更多的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转移性收入,比如养老金和离退

休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以及价格暗补、最低生活保障等政府补贴;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享受不

到城镇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待遇[１].
地区虚拟变量east、northeast、middle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与对照组(即西部地区)相比,东

部地区家庭转移性收入高出５０６７％,东北地区家庭转移性收入高出３３１８％,中部地区家庭转移性

收入高出１２９２％.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转移性收入密切相关.首先,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

相对充裕,政府转移性支出力度就会比较大,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就比较多.其次,经济发达的地区,
企业数量多,企业经济效益好,相关的职工福利和养老保障就会优厚,因此来自企业的转移性收入就

会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最后,从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往往生活更加富裕,
因此来自亲友的赡养、礼金赠送的数额也会较大,家庭间转移性收入也会高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由

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的家庭转移性收入反而少于发达地区.
学历水平虚拟变量edu１和edu２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户主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家庭,转移性

收入比户主学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家庭高７７３５％;户主学历是高中以上大学本科以下的家庭,转移

性收入比户主学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家庭高４６８８％.可见,学历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

转移性收入.但与此同时,更需要转移性收入的人群却是低学历人群,因为学历越低的人就越有可能

陷入贫困[１４],这也意味着转移性收入的瞄准机制存在偏误.
年龄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９７,说明户主年龄每增加１岁,家庭转移性收入就增加４９７％,年龄大的

人群获得的转移性收入要大于年轻人群.这个结果符合预期,因为高龄人口更有可能获得养老金和

离退休金、医疗保险等转移性收入.
为深入考察家庭特征对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Fields和 Yoo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的

收入不平等因素分解方法,根据表３的回归结果,对影响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家庭特征因素做进一步

分析[１２].具体的计量结果见表４.
　表４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解结果

bj cor(Zj,InY) 贡献率sj(全样本) 贡献率sj(城镇样本)

huk １．５２２５ ０．４７４３ ０．１７８７
age ０．０４９７ ０．３４２６ ０．１２５３ ０．３２９５
east ０．５０６７ ０．１５２４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４５
northeast ０．３３１８ ０．１１０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２
middle ０．１２９２ －０．１１３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５
edu１ ０．７７３５ ０．１３２２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２
edu２ ０．４６８８ ０．１５８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４０

　　在表４中,sj的符号表示解释变量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若sj＞０,那么解释变量对

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是正向的影响,该解释变量会扩大转移性收入差距;反之,该解释变量会缩小转移

性收入差距.bj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bj＞０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解释变量对转移性

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cor(Zj,InY)表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若cor(Zj,InY)＞０,说
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正相关关系.总的来看,表４中所有影响因素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

献率之和为３５５３％,其他因素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都体现在误差项u中.
表４的估计结果表明:(１)户籍变量的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都为正,户籍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

贡献率为１７８７％,是７个因素中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贡献率最大的因素,这说明城乡之间转移性收

入的制度性差距,已成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２)地区因素解释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

２１３％.其中中部地区回归系数为正,但是相关系数和贡献率都为负,说明虽然中部地区的转移性收

入高于西部地区,但该地区还是有很多低转移性收入的家庭.东部地区变量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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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最高,达到了１８９％,说明东部地区是高转移性收入家庭的聚集地.(３)年龄变量能够解释转

移性收入不平等的１２５３％,是仅次于户籍变量的第二大因素.同时,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相关系

数均为正,说明年龄大的人群转移性收入大于年轻人群,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能够得到养老金或离退

休金等年轻人无法得到的转移性收入.(４)edu１和edu２的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都为正,说明学历高

的家庭多为转移性收入高的家庭.edu１和edu２一共可以解释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３％.上述结果

与表３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再次说明转移性收入在户籍、区域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瞄准机制的偏

误.表４的最后一列是使用城镇样本计算出的回归结果分解情况.与全样本的区别在于,地区虚拟

变量和教育虚拟变量的贡献率都为负,但是数值都非常小,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非常小;此外,
年龄因素在城镇地区成为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贡献最大的因素.

(三)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分位数回归

为了反映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我们还利用stata１１．０软件进行了分位数回归.选取的分位点为

２５％、５０％和７５％ ,回归结果见表５.
　表５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分位数回归结果(全样本)

分位点 ２５％ ５０％ ７５％

常数项 １．６８３２(０．１５１１)∗∗∗ ２．８０３１(０．１１８０)∗∗∗ ４．４５９８(０．１２４６)∗∗∗

huk １．７４２０(０．０９７５)∗∗∗ １．８６３６(０．０６６５)∗∗∗ １．５７４４(０．０５７０)∗∗∗

age ０．０５９２(０．００２４)∗∗∗ ０．０５７８(０．００１７)∗∗∗ ０．０４７１(０．００１７)∗∗∗

east ０．５５４０(０．０９０８)∗∗∗ ０．６０２５(０．０９７６)∗∗∗ ０．６４５８(０．０９８７)∗∗∗

northeast ０．２９９７(０．１５０８)∗∗ ０．４６２６(０．１０８３)∗∗∗ ０．４５１９(０．１０７３)∗∗∗

middle ０．２２１５(０．０９１３)∗∗ ０．１５６１(０．０９２５)∗∗ ０．１７４９(０．０９５６)∗∗

edu１ ０．７７８１(０．１６６７)∗∗∗ ０．６９２７(０．０９８７)∗∗∗ ０．８１４６(０．０６７１)∗∗∗

edu２ ０．３６２８(０．０９３０)∗∗∗ ０．４５０７(０．０６７９)∗∗∗ ０．４６３４(０．０５５４)∗∗∗

adjustedR２ ０．１７０７ ０．２４６８ ０．２５４８

　　注:括号里面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５的回归结果,２５％、５０％和７５％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全都显著.户籍因素对中低收入

家庭的影响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说明,在２５％和５０％分位点上,城镇户籍家庭比农村户籍家庭多获得

的转移性收入,要高于７５％分位点.也就是说,收入越低的阶层,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越大.如果能

够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将使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获得更快的增长,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缩小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差距.此外,地区因素和教育因素都对高收入家庭产生更大的

影响,也就是说,越是位于发达地区的家庭或学历越高的家庭,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转移性收入,这
样反而会拉大全社会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这些都说明转移性收入在区域和教育因素上可能存在瞄准

机制偏误.上述结果再次表明,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措施应该更加有针对性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CHFS２０１１的微观数据,基于基尼系数分解法、收入差距指数分解法和分位数回归方

法,从收入来源和家庭特征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根据以上分解和回归

结果,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是中国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形成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

原因.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表明,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的分配不平等,可以解释居民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的５４７０％.
第二,家庭间转移性收入、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可以缓解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其中家庭间转移性

收入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而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因为覆盖面有限,作用并不明显;医疗保险、住房公

积金和企业年金等收入,不仅没有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转移性收入差距.
第三,从家庭特征来看,城市户籍、发达地区、高学历的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转移性收入,其中户

籍对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１７８７％,是所有家庭特征中贡献最大的因素.分位数回归的

９４



结果也表明,发达地区和高学历的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转移性收入.这些结果意味着,某些弱势群

体,如农村户籍、欠发达地区和低学历家庭反而难以获得更高的转移性收入,这不但恶化了转移性收

入不平等,也说明转移性收入的分配机制存在偏误.
“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的政策主张,不仅要求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而且要求居民转移

性收入本身的分配应该向以低收入阶层为主的弱势群体倾斜.然而正如本文研究所发现的那样,目
前我国转移性收入的组成部分还存在分配不平等,转移性收入分配也存在严重的瞄准机制偏误.在

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再分配的调节机制,仅仅增加家庭转移性收入的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对

转移性收入的内部结构和瞄准机制进行调整.
首先,由于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医疗保险等收入的分配不平等是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因此应努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使不同户籍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标准趋于统一,这将

有力地改善转移性收入分配不平等.
其次,政府补贴、失业保险和企业年金等收入的覆盖面有限,也造成了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有关

部门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改善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的瞄准机制,使贫困家庭也能获得政府补贴和

失业保险.而对于企业年金的所有制差异,可以通过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加大企业年金的税收优

惠力度和降低企业年金门槛等措施,鼓励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建立企业年金.
最后,为了解决户籍、地区和学历差别而引起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应以农村户籍、欠发达地区和

低学历家庭等弱势群体为瞄准目标,设立对这些群体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渠道,并建立转移支付过

程中的“防火墙”机制,确保对上述群体的转移支付不被干扰和挪用,以“绿色通道”的形式对上述群体

直接进行转移支付,这必将大幅缩小由家庭特征引起的转移性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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