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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１２６３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对农

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金融素养的增加能够提升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并选择正规金融方

式融资;与亲友来往密切的农户创业融资意愿较强;家庭成员或亲戚中有村干部或银行、政府工作人员的农户,

其参与创业融资的积极性较高,且更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客观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养的改善均能提高农户

创业融资意愿,促进农户选择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客

观金融素养对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健全农村创业服务体系;

大力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适当提升农户创业融资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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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推动农户创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农村“双创”
工作尤其是创业活动,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相继

指出要“加强扶持引导服务,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
鼓励地方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基金”.农户创业通过在生产、销售等领域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及组织

方式,实现从生产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的“小农”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以及其他经营模式、业态进

行转变,这有利于加快农业领域的创新驱动,实现农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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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改革.此外,农户在当地创业不但可以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有利于解决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等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的背景下,农户创业是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风险管理体制缺失等原因,农户创业始终面临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１],农户较难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甚至根本就得不到基本的金融服务,融
资困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创业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制约着中国农户创业提档升级,迫切需要深化

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创新.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血缘、亲缘与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在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依然存在,农户的经济行为也经常

围绕社会资本而展开,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起着信息共享、风
险分担及集体行动等作用.金融素养能够促使个人做出正确的金融决策,成为个人和家庭实现财

富积累的保障.由于一般农户金融知识欠缺、认知水平较低且金融知识的应用能力较弱,对风险

认识不足,致使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有限,尤其是在创业活动中无法真正判断自己所需要的金

融服务,无法合理选择金融服务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创业农户的金融可得性,并直接影响

到农户创业绩效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乡村振兴”农民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有
必要分析我国农户创业融资情况和融资决策影响因素,对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农户创业

融资方式选择进行探究,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农村金融政策提供参

考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农户创业往往是具备一定创业资本和能力的农户或家庭在寻找与开拓市场空间的基础上,通过

重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或创新经营形式,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扩大劳动力就

业的过程[２],具体表现为进行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新技术新产品的运用与推广等.创业必须要有

创业资金,９０％的农户均认为资金短缺是其创业过程中的最大困难[３].对于资金与创业的关系,已有

研究较为丰富.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很早就指出,资金能够促进企业家进行创业并进行创新组合,富
有的家庭相较于低财富家庭更有可能创业成功[４].除去家庭固有财富支持,信贷市场是创业者最重

要的资金来源.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有利于促进农户创业,使得那些缺乏初始

启动资金的人获得融资,并能降低农户的风险程度,提高个人的创业倾向[５](P１３).然而,创业者融资时

往往会面临流动性约束问题,金融体系不完善导致一些潜在创业者无法从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获得

资金[６].一方面,创业农户的项目大多以农业为主,规模小、周期较长、风险较大,难以达到正规金融

放贷条件;另一方面,创业农户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融资认识不足,且缺乏方便快捷容易被认可

的抵押物,融资难度大[７].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研究表明,个人与家庭的积蓄是农户创业启动资金的

最重要来源,民间借贷、正规银行贷款以及政府项目扶持位列其后[８].
从已有文献来看,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融资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源于人际关系网络,主要

包括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具体指“在特定的社区内社区成员累积的优势和机会”或者

“社会关系形成的个人资源”[９].可以说,社会资本有利于创业者获取财务资源、信息资源、情感支持

与联络介绍,有助于提升创业者整合、吸收和利用资源的动态能力[１０].社会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提升

对外融资的可得性,显著缓解农户创业选择中的正规金融约束[１１],而且还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

题,促进民间借贷[１２].因此,在金融交易中,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品的功能[１３],并在一定情况下影

响着农户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积极程度.既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不同融资形式的影响有所

差异,胡枫和陈玉宇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极为显著,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较

小[１４];而申云的研究结果则显示,相较于正规金融借贷,社会资本在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中的影响更

为突出[１５].
金融素养理论的研究起源于１９９２年,Noctor等最早提出金融素养的概念,他们认为金融素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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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能使居民家庭做出明智的判断和有效的决策[１６].此后,学界对

金融素养的定义从金融知识、能力和目的等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１７][１８].本文倾向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对金融素养的定义,即做出合理金融决策和最终实现个人金融福利的意识、知识、
技术、态度和行为的有机结合[１９].国内外关于金融素养的大量调查和研究显示,金融素养是影响

家庭金融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２０],不当的金融决策往往是由于缺乏金融素养而引起的,学历水平

低、没学过经济学课程、女性、无工作经验的人往往金融素养较低,容易做出不当的金融决策[２１].
而金融素养较高的个人能够更合理地配置资产负债结构,积极参与信贷市场,并更多地选择正规

借贷方式[２２][２３].
梳理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本在农户融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是农户借贷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中复杂的人际连带关系,不仅可以通过弥补农户

贷款抵押或担保物的缺失,还可以通过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促进农户参与融资;而金融素

养不仅反映了农户的金融知识水平,也是农户风险识别能力和参与金融服务积极性的体现.但在已

有研究中,定量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借贷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且金融素养方面的研究主要着

眼于城镇居民,将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综合考虑分析农户融资决策行为的研究更是鲜见.因此,
本文综合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两个维度探究农户创业融资决策机理,分析二者对农户创业融资意

愿及方式选择的影响,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撬动内嵌于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弥补农村

普惠金融教育短板,为增强创业资源可得性,缓解农户融资约束提供决策参考,进而有效提升农户

创业绩效.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来源

本文研究所指的创业项目是指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涉农创业创新项

目,包括农业生产(种养殖类)、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电商等

产业以及各类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①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８年对宁夏、陕西、山东、
江苏４省(区)农户的入户调查.宁夏、陕西位于西部地区,主要以农牧业为主;山东、江苏位于东部地

区,主要以农业、渔业为主.调查地区涵盖我国东西部不同地区,选取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民族成分不同,农户创业形式多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

方式.首先,在东部地区,选取山东、江苏２个代表性省份;在西部地区,选取宁夏、陕西２个代表性省

份.其次,依据省域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情况,在每个省份随机抽取２~４个县.再次,根据县域农户

创新创业情况每个县分别选择３~５个村庄.最后,根据村庄规模大小,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２０~４０
个农户.此次调查总共抽取４个省份１４个县４４个村庄１３０１个农户的信息,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

获得１２６３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９７％.
样本中,具有创业融资意愿的农户占５９８％,共计７５５户.７５５户意愿融资农户中,选择正规金

融融资方式的占比为６９７％,计５２６户.总体来说,样本农户创业融资意愿较高,且融资方式青睐于

正规金融.对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见,样本农户家庭户主以男性居多,占样本总数的８３２％;户
主年龄集中在３０~５９岁范围内,占样本总数的８３４％;户主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占比为５１２％,高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户主的占比为１５３％;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总体较高,劳动力占比在２５％~５０％的

家庭居多,占比为４４６％,是主要群体.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见表１.
(二)模型构建

创业农户是否有融资意愿和农户如何选择融资方式是两个不同的决策阶段.农户是否有创业融

资意愿表征了农户进行创业的积极性,而农户选择何种融资方式则直接反映了农户的融资决策行为,
进而影响创业融资的效率和绩效.因此本文将创业农户融资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

业农户是否有融资的意愿,第二阶段是有融资意愿的农户如何选择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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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

调查内容 分类指标
比例
(％) 调查内容 分类指标

比例
(％)

性别
男 ８３．２
女 １６．８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１０．７
３０~３９岁 ２５．５
４０~４９岁 ３８．１
５０~５９岁 １９．８
６０岁及以上 ５．９

文化程度
文盲 １０．５
小学 ２３．０

文化程度

初中 ５１．２
高中 １０．８
大专及以上 ４．５

劳动力占比

２５％及以下 ４．８

２５％~５０％ ４４．６

５０％~７５％ ２６．３

７５％~１００％ ２４．３

只有当农户有创业融资意愿时,才能观测到农户选择融资的方式,故本文研究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问题,应该建立样本选择模型解决该问题.可构建如下模型:

y∗
i１ ＝X′

i１α＋μi１ (１)

当y∗
i１ ＞０时,yi１＝１

当y∗
i１ ≤０时,yi１＝０{

y∗
i２ ＝Z′

i２β＋μi２ (２)

当y∗
i２ ＞０时,yi２＝１

当y∗
i２ ≤０时,yi２＝０{

式(１)代表结果方程,本文中为农户创业融资方式选择.式(２)代表选择方程,即农户的创业

融资意愿,其基本选择机制为:当且仅当yi２＝１时,yi１才能被观测到.式(１)与式(２)中,y∗
i１ 和y∗

i２ 代

表两个潜变量;yi１和yi２代表两个因变量;X′
i１和Z′

i２代表两个自变量向量;α和β代表相应的待估系

数;μi１和μi２代表残差项,二者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相关系数为ρ,即corr(μi１,μi２)＝ρ;i代表观

测样本.
基于式(１)、式(２)及样本选择机制,可建立无条件概率模型如下:

Probyi２＝０ X,Z[ ] ＝１－Φ(Z′β) (３)

Probyi１＝１ X,Z[ ] ＝Φ２(－X′α,Z′β,－ρ) (４)

Probyi１＝１,yi２＝１ X,Z[ ] ＝Φ２(X′α,Z′β,ρ) (５)
基于式(３)~(５),可构建对数似然函数如下:

LnL＝∑
n１
LnΦ(－Z′β)＋∑

n２
LnΦ２(－X′α,Z′β,－ρ)＋∑

n３
LnΦ２(X′α,Z′β,ρ) (６)

式(６)中,n１ 代表yi２＝０时的样本量,n２ 代表yi２＝１、yi１＝０时的样本量,n３ 代表yi２＝１、yi１＝１时

的样本量,LnL代表对数似然值,Φ()代表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Φ２()代表累积二元正态分布

函数,其他符号的含义同式(１)与式(２).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与本文研究目的,本文以农户创业融资方式选择(y１)与农户融资意愿(y２)

作为可观测因变量,以农户社会资本(x１、z１)和金融素养(x２、z２)为核心自变量,选取样本农户户主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３个农户个体特征,劳动力占比、土地规模和贷款经历３个农户家庭特征,以及金

融机构数目、金融机构距农户家庭的交通便利程度２个机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变量均出现在

式(１)与式(２)中.然而,为保证式(２)估计的可识别性,式(２)中必须要至少包含一个不在式(１)中出

现的变量,且这些变量对式(２)中的因变量“农户融资意愿”有直接影响效应,但对式(１)因变量“农户

创业融资方式选择”没有直接影响效应,这些变量被称为识别变量.本文选取“创业前景”“是否参加

创业知识讲座或技能培训”“是否有合适创业项目”作为识别变量.基于此,将式(３)、式(４)和式(５)扩
展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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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yi２＝０ x,z[ ] ＝１－Φ(β０＋∑
n

k＝１
βkizki) (７)

Probyi１＝０,yi２＝１ x,z[ ] ＝Φ２(－α０－∑
n

j＝１
αjixji,β０＋∑

n

k＝１
βkizki,－ρ) (８)

Probyi１＝１,yi２＝１ x,z[ ] ＝Φ２(α０＋∑
n

j＝１
αjixji,β０＋∑

n

k＝１
βkizki,ρ) (９)

式(７)、式(８)和式(９)中,α０ 和β０ 代表两个常数项,其他符号的含义如上所述.
结合式(６)~(９),考虑到数据量较大,本文采用两步法估计待估系数.
(三)变量选择

１．核心自变量: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

在社会资本的测度中,我们将其分为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两个维度,其中一般资本以农户家庭与

亲友间的来往频率表示,特殊资本选择农户家庭是否有成员或亲戚担任村干部、是否有成员或亲戚是

银行职员、是否有成员或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三个变量表示.一般而言,在亲属担任村干部的情况

下,由于工作关系,村干部往往与金融机构联系比较频繁,对农村信贷服务政策更为了解,也更容易取

得金融机构的信赖;且由于拥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声望,违约的概率小,信用记录更易获

得,银行审贷业务相对更便捷,相对更容易参与到银行的信贷业务中.与此类似,有亲属在政府或金

融机构工作的农户,更容易获悉信贷支农政策;并且,有这类亲属作为“中间人”或担保人,农户可以获

得借贷便利,其参与农村信贷服务的积极性也较高.
在金融素养的测度上,本文借鉴 Hung等、廖理等、胡振和臧日宏等的研究思路,将金融素养区分

为客观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养[２１][２４][２５].客观金融素养可以直接影响金融决策,并通过主观金融

认知而间接影响金融决策.此外,主观金融素养也能对个人金融决策造成影响,即使在感知的知识水

平超出其实际知识水平时,感知的金融知识也能独立于实际金融知识而对人们的金融决策产生影

响[２６][２７].因此,考虑到本文旨在分析农户的金融素养对融资决策的影响,结合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

居民的实际特点,本文对农户金融素养指标进行了改进,通过询问农户金融基础知识、参与金融培训、
风险判别、金融规划等方面问题,请农户进行作答得到其客观金融素养综合得分;主观金融素养通过

询问农户对自身参与金融服务的能力评估得出.

２．个人特征变量

(１)户主性别.一般而言,男性在家庭中主要承担着维持家庭生计与提高生活水平的责任,且女

性由于其自身生理特征的影响,创业能力弱,致富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在创业融资过程中男性相较

于女性更具有创业动机,进行创业融资的意愿相对更强.
(２)户主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思想较为保守,进行创业的积极性逐渐下降,且接触的新政

策和信息较少,贷款经历也相对单一,融资意愿较低.
(３)文化程度.通常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思想会较为开放,对新事物的认同较为迅速,创

新创业致富能力也较强,其对贷款投资收益的预期程度相应较高,对资金的需求愈发旺盛.

３．家庭特征变量

(１)劳动力占比.一般来说,农户家庭劳动力越多,其家庭劳动收入相对越高,对资金的需求会相

应减少,而另一方面,家庭劳动力人口越多,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意愿也越强,进行农业创业创新发

展获取更多资金的积极性更高,也更需要大额资金的支持,对贷款的需求反而提升,因此家庭劳动力

人数对农户创业融资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２)土地规模.随着家庭农业生产土地面积的增加,各项生产资料和设备的投入也随之增加,相

应需要的资本也更为丰厚,农户的创业融资需求预计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呈现递增趋势.
(３)贷款经历.一般而言,农户贷过款就对一般的贷款流程及手续较为了解,与银行联系也相对

密切,良好的贷款经历会减少金融机构对担保人、担保物等附加条件的要求,能显著缓解农户的信贷

约束,同时也能提高农户创业融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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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金融机构特征变量

(１)机构数目:金融机构数目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程度,一般来

说,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相对较容易转化为借贷行为,因此,机构数目多,农户

参与融资可能相对较为积极.
(２)交通便利:通常情况下,农户家庭到农村金融机构距离越近,农户获取信贷信息越迅速,对贷

款政策的了解程度也越强,且距离金融机构较近的农户外出也较为便利,获取致富信息也较为迅速,
创业致富的能力也可能较强,两者均可能促进农户进行创业融资.

本文选取“创业前景”“是否参加创业知识讲座或技能培训”“是否有合适创业项目”作为识别变

量,原因如下:首先,农户对创业前景的预测,决定着其创业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着农户创业融资的意

愿;其次,具有创业知识和技能的农户,一般更容易进行创业,其创业能力愈强,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对

比较旺盛,创业融资的意愿也较强;最后,农户有合适的创业项目,其创业动机愈发强烈,带动作用也

较强,能够提高农户的创业融资积极性.这３个变量均对农户是否有创业融资需求产生影响,但对农

户具体选择何种融资方式没有直接影响.
本文主要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创业融资意愿 是否有创业融资的意愿:１＝有;０＝无 ０．６０ ０．４９１
融资方式选择 融资方式的选择:１＝正规金融;０＝非正规金融 ０．７０ ０．４６０

核心自变量
社会资本 四类社会资本指标平均值 ０．０８ ０．２７７
金融素养 五类金融素养指标平均值 ０．６２ ０．４８６

个人特征

户主性别 １＝男,０＝女 ０．８３ ０．３７４
户主年龄 １＝２０~２９岁,２＝３０~３９岁,３＝４０~４９岁,４＝５０~５９岁,５＝６０岁以上 ２．８５ １．０４５
户主文化程度 １＝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５＝大专及以上 ２．７６ ０．９３８

家庭特征

劳动力占比 １＝２５％及以下;２＝２５％~５０％;３＝５０％~７５％;４＝７５％~１００％ ２．７０ ０．８９１
土地规模 家庭土地经营规模 ３１．１３ ７８．６７５
贷款经历 １＝有,０＝无 ０．５５ ０．４９８

机构特征
机构数目 １＝非常少;２＝比较少;３＝一般;４＝比较多;５＝非常多 ２．８８ ０．６５１
交通便利 １＝非常不方便;２＝不方便;３＝一般;４＝方便;５＝非常方便 ４．０６ ０．５４０

识别变量

创业前景 １＝创业有前景,０＝创业无前景 ０．６４ ０．４８２
创业知识技能 １＝有创业知识技能,０＝无创业知识技能 ０．４７ ０．４９９
创业项目 １＝有合适项目,０＝无合适项目 ０．４３ ０．４９５

　　注:(１)数据根据问卷相关指标整理所得.(２)社会资本包括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一般资本指标为亲友来往频率,根据频次高低

进行赋值:１＝频率低,２＝频率较低,３＝一般,４＝频率较高,５＝频率高;特殊资本涵盖亲属是否有村干部、银行职员、政府工作人员,

根据是否分别赋值为１和０,统计时对一般资本指标和特殊资本四类指标作等量纲处理,根据因子分析确定权重重新赋值后各指标数

值在(０,１)区间内.金融素养包括客观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养,客观金融素养包括回答金融基础知识正确与否、是否参与金融培

训、是否具有风险意识、是否具有合理金融规划,根据是否分别赋值１和０.主观金融素养为农户对自身参与金融服务能力的高低评

估,根据高低水平进行赋值:１＝能力低,２＝能力较低,３＝能力一般,４＝能力较高,５＝能力高,统计时对客观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

养五类指标作等量纲处理,根据因子分析确定权重重新赋值后各指标数值在(０,１)区间内.(３)机构数目、交通便利均指的是正规金

融机构.

四、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及方式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究社会资本及其子维度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其次探究金融素养及其子

维度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效应,最后剖析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融资决策行为的交互影

响效应,具体实证结果见表３~６.
所有模型的 Waldχ２ 检验值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实证模型整体拟合都较好,适用于现有

样本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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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社会资本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行为

解释变量
(１)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２)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社会资本变量 ０．３００２∗

(０．１６０９)
３．９４４０∗∗∗

(０．２３１５) －

一般资本 － － －０．１９４５
(０．１３７４)

１．８２０６∗∗∗

(０．０８９２)

特殊资本 － － ０．２２８５∗∗

(０．０９１２)
１．４６９９∗∗∗

(０．１９７５)

户主性别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５２６)

０．３８０３∗∗∗

(０．１１３７)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５３３)

０．３３７４∗∗∗

(０．１２０９)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８５)

－０．１３０３∗∗∗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４５０)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２０６)

－０．２０３８∗∗∗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１３４７∗∗∗

(０．０４９４)

劳动力占比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５０１)

土地规模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贷款经历 ０．１３９２∗∗∗

(０．０３５６)
０．１６７７
(０．１２２４)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９７４
(０．１２８９)

机构数目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６８６)

交通便利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３０５)

－０．１２５１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９８２
(０．０８１５)

创业前景 － －０．０８３５
(０．１１６６) － －０．０２４０

(０．１２４３)

创业知识技能 － ０．２９０４∗∗∗

(０．０９５０) － ０．３０８４∗∗∗

(０．１０００)

创业项目 －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８５７) － ０．１０５１

(０．０９１２)

截距项 ０．４３３４∗∗

(０．１７９８)
０．４３６１
(０．４２０５)

０．６４７８∗∗∗

(０．２１２０)
０．０５３６
(０．４４６４)

Waldχ２ ３４１．９０∗∗∗ ５２０．０３∗∗∗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回归标准误,下表同.

(一)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本文可从社会资本变量、金融素养变量、控制变量、识别变量四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创业融资决

策的因素及影响机理.

１．社会资本变量

表３中方程(１)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和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均具有正向

影响,分别在１％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农户的社会资本越高,其参与创业融资

的积极性越强;在愿意创业融资的农户中,农户的社会资本越高,其越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方式进行

融资.可以说在金融交易中,社会资本扮演了类似抵押品的角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参与农

村金融服务,从而增强农户的创业融资意愿;社会资本越高,农户所能利用的“关系”资源越多,其越容

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青睐,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是这类农户与金融机构双向选择的优选

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不同维度变量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一般资

本和特殊资本两个维度.表３中方程(２)反映了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对农户融资意愿和方式选择的

影响.其中,一般资本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能激发农户的创业融资意愿,但对融资方式选择并无显

著影响;而特殊资本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农户参与创业融资,且对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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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两项资本越高,农户的融资意愿越强;拥
有较高的特殊资本能够驱使意愿融资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而一般资本对农户的融资方

式选择没有影响.具体来看,一般资本反映农户与亲友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而特殊资本则体现农户

在普通亲友外是否具有其他关系网络的资源,这些资源体现在亲属中是否有村干部、银行职员、政府

工作人员,这些资源在农村社会中影响颇大,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与沟通交流能力,农户这类资本水

平越高,往往越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而无须寻求民间渠道.由此可见,在农户融资过程中,
特殊资本相对于一般资本更能影响农户决策.

２．金融素养变量

表４中方程(３)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和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均具有正向

影响,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也就是说,农户的金融素养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创业

融资;在愿意进行创业融资的农户中,其金融素养越高,越青睐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可以说,金融素

养体现了个人对金融知识的掌握、应用等多方面能力以及对风险的意识、态度等,具有较高金融素养

的农户能够合理地分析自身或他人在融资过程中的利弊关系,理性进行资金规划,提高创业融资积极

性,并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来平衡投资与风险的关系.
　表４ 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行为

解释变量
(３)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４)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金融素养变量 １．２６１２∗∗∗

(０．１４１２)
１．１１２８∗∗∗

(０．１４８０) － －

客观金融素养 － － ０．９２２０∗∗∗

(０．１００１)
０．６０１７∗∗∗

(０．１９３８)

主观金融素养 － － ０．３３４９∗∗∗

(０．０６００)
０．３８８３∗∗∗

(０．０９３２)

户主性别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５０)

０．３３９９∗∗∗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５５８)

０．３３３２∗∗∗

(０．１０２７)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２２１)

－０．１５１６∗∗∗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１４８９∗∗∗

(０．０３８０)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９９６∗∗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４１９)

劳动力占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４２４)

土地规模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贷款经历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４９２)
０．１９１６∗

(０．１０９７)
０．１０１９∗∗

(０．０５０７)
０．１９９４∗

(０．１０９９)

机构数目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５８７)

交通便利 ０．０９３２∗∗∗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９４３∗∗∗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６９７)

创业前景 － ０．１２３６
(０．１０５５) －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０５８)

创业知识技能 － ０．１９３０∗∗

(０．０８５０) － ０．１７９４∗∗

(０．０８５４)

创业项目 －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７７２) －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７７３)

截距项 －０．６０４０∗∗

(０．２４３５)
－０．３７７０
(０．３９８８)

－０．６７１８∗∗∗

(０．２４９３)
－０．３４７１
(０．３９９５)

Waldχ２ ３６５．４５∗∗∗ ３６８．２５∗∗∗

　　为进一步探究金融素养不同维度变量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将金融素养划分为客观

金融素养和主观金融素养两个维度.表４中方程(４)的估计结果表明,客观金融素养与主观金融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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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对农户的融资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参与金融培训、具有良好的风险态

度、会制定合理的金融规划,这些都能够促进农户积极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创业融资.此外,农户

对自身金融素养的主观判断也相当重要,农户对自身金融参与能力的判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农户过

往的投资、理财、借贷等经验,对自身金融素养评价较高的农户更愿意进行创业融资,在愿意参与融资

的农户中,主观金融素养评价较高的农户越愿意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３．主要控制变量

由表３和表４可见,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土地规模、贷款经历、金融机构数目以及交通便利

情况等都对农户的融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融资过程中,户主的性别对农户的创业融资意愿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户融资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在乡土社会,男性往往具

有维持家庭生计的期望和责任,相对女性户主而言,男性户主更具有创业动机,融资致富的意愿更强;
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的创业积极性逐渐下降,思想越趋于保守,融资意愿也随之降低;但文化程度越

高的农户越不愿意进行创业融资,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改变家庭境况的积极性越弱,往
往越容易安于现状,导致其不愿意通过借贷进行创业.家庭的土地规模正向影响农户的创业融资意

愿,但对农户融资方式选择呈负向影响,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农户的家庭土地规模越大,农户生产

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支出越高,农户的资金需求也愈加旺盛,有必要通过融资获取资

金,且农户拥有的土地可以作为其创业资本,促进农户创业,这也激发了农户的融资意愿.土地规模

对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在愿意创业融资的农户中,家庭土地规模越大,农户

越倾向于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这也印证了我们在调查中的发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土地规模越大的农户,融资需求越高,正规金融机构考虑到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难以满

足客户提出的资金需求,使得拥有大规模土地的农户在资金缺乏时转而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

资.家庭以往的贷款经历对农户融资意愿和选择正规金融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家庭以

往具有贷款经历的农户对一般的贷款流程及手续较为了解,与银行联系密切,能够促进农户创业融资

意愿,且贷过款的农户一旦具有融资意愿,出于对贷款流程和抵押担保物等程序的了解,往往直接就

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正规金融机构数目和交通便利情况对农户融资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但对农户融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对于创业融资农户,正规金融机构数目与交通便

利程度是其选择是否进行正规金融借贷的重要考量指标,选择多、交通越便利,农户的资金需求越容

易转化为借贷行为.

４．识别变量

３个识别变量中,仅创业知识技能对农户的创业融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创业前景、创业

项目对农户的融资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从农户角度来看,具有创业知识和技能相对更为

重要,目前广大农村的大多数农户往往由于缺乏创业知识和技能而无法一展身手,因此对于农户来

说,具有一定的创业知识和技能相对更容易进行创业,其创业能力越强,越容易进行创业融资.
(二)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的交互效应

由表５中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的交互影响效应结果可知,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创业融资农户

选择正规金融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且交互项系数为负.而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对农户的融资意愿和

融资方式选择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随着农户社会资本的增加,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更倾向

于选择非正规金融方式进行融资.这意味着,在创业融资决策中,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选择正

规金融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对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和金融素养两个维度变量进行交互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见表６.可以看出,

同时具有一般资本和客观金融素养的农户融资意愿会更加显著,但在融资方式选择上显著倾向于非

正规金融;而随着客观金融素养的提升,特殊资本的存在会降低农户融资意愿,并促使农户选择非正

规金融方式.由此可见,客观金融素养对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在农户融资方式选择中的替代作用较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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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的交互影响效应分析

解释变量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社会资本 ０．５９３９∗∗

(０．２３９８)
３．９４９３∗∗∗

(０．６０５２)

金融素养 １．４９８０∗∗∗

(０．１２１９)
１．０２７８∗∗∗

(０．２４２５)

社会资本×金融素养 －０．６５７２∗∗

(０．２５７２)
－０．０３６３
(０．９３８９)

户主性别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４０６)

０．３８５９∗∗∗

(０．１１５５)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４３)

－０．１３６９∗∗∗

(０．０４３１)

户主文化程度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６２)

－０．２２００∗∗∗

(０．０４７７)

劳动力占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４７８)

土地规模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贷款经历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２７５)
０．１３９７
(０．１２５１)

机构数目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６７４)

交通便利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７８９)

创业前景 －０．０１２０
(０．１１９０)

创业知识技能 ０．２４４５∗∗

(０．０９７１)

创业项目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８７０)

截距项 －０．７８８３∗∗∗

(０．１７７１)
－０．３８１７
(０．４５８５)

Waldχ２ ７９８．４７∗∗∗

　表６　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的多维度交互影响效应分析

解释变量 融资方式 融资意愿

社会资本 ０．７４３１∗∗∗

(０．２４６０)
４．３１４７∗∗∗

(０．６６２７)

金融素养 １．５３１７∗∗∗

(０．１０９１)
０．８５１１∗∗∗

(０．２５２２)

一般资本×客观金融素养 －０．２７５８∗∗∗

(０．０９１９)
１．０８８７∗∗∗

(０．３１６６)

一般资本×主观金融素养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４７０)

０．２００６
(０．１７２４)

特殊资本×客观金融素养 －０．５８１１∗∗

(０．２８１１)
－３．９２１８∗∗∗

(０．９１９４)

特殊资本×主观金融素养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２６７)

１．１３７７∗∗

(０．４６９０)

截距项 －０．８３５０∗∗∗

(０．１８３５)
－０．６６２０
(０．４８７８)

Waldχ２ ７８８．８０∗∗∗

　　注:限于篇幅,本表未列出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东西部宁夏、陕西、山东、江苏４省

(区)１２６３户农户数据,考虑到实地调研数据存在样

本选择偏误问题,运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

资本、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融资决策的内在影响机

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样本农户参与创业融资

的意愿较强,具有创业融资意愿的农户占５９８％;在
愿意进行创业融资的样本农户中,选择正规金融的农

户占比较高,达到６９７％.(２)良好的社会资本能够

显著提升农户创业融资意愿,并促进农户选择正规金

融机构进行创业融资;与亲友来往密切的农户创业融资意愿较强;家庭成员或亲戚中有村干部、银行或

政府工作人员的农户,其参与创业融资的积极性较高,且更倾向于选择正规金融.(３)客观金融素养和

主观金融素养的改善均能提高农户创业融资意愿,促进农户选择正规金融.(４)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

创业融资农户选择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客观金融素养对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为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健全农村创业服务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特殊资本越

高,其越容易进行创业并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因此,有必要大力引导农户参与政府、村委会活动,扩
大政府部门、银行的信息外溢范围,优化农村创业环境,支持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鼓励有创业想

法的农户参与村委会工作,加强其与政府部门及村庄成员间的联系.同时,政府还应鼓励农户通过参

与集体活动、关注媒体等方式,积极构建农户的其他社会关系,拓宽信息渠道,激发其创业热情.
其次,大力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政府、金融相关部门和高校等开

展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组织金融机构就近开展金融业务介绍,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渠道传递金融

资讯,不断提升农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增强其金融意识,提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
实现金融普惠;此外,拓展农民继续教育、强化农民创业教育,通过对农民进行创业技能培训,为农户

搭建一个创业交流平台,促进农户创业成长,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最后,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适当提升农户创业融资规模.全面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

用户创建活动,推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通过客户信息整合和筛选,创新农村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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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信用评价模式,改善农户的融资增信机制;金融机构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要积极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鼓励农户参与到农村“两权”抵押融资业务中,促进农村土地资产转化为金融资源,合
理确定贷款的额度、利率和期限,吸引更多规模经营农户参与融资,提升农户创业能力.

注释:

①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的通知进行整理.http://www．moa．gov．cn/xw/
bmdt/２０１８０６/t２０１８０６２０_６１５２７２１．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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