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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效果研究
———基于安徽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邓留保，王小磊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金融扶贫作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实现精准扶贫的“加速器”。以安徽省１２

个国家级贫困县（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金融扶贫的效果。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和年末金融机构各

项存款余额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贫困人口数和第二产业比例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存在显

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扶贫；扶贫效果；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１３１Ｘ（２０１８）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４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狋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犘狅狏犲狉狋狔犃犾犾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狅狌狀狋狔犔犲狏犲犾犘犪狀犲犾犇犪狋犪狅犳犃狀犺狌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ＤＥＮＧＬｉｕｂａｏ，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ｅｉ

（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ｙｓ

ｔｅ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

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ｆｏｒ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１２ｓ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ｐａ

ｐ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ｌｏａ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ｈａｖｅａ

ｃｌｅ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ｒｉｃｋｅ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ｖ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扶贫

工作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把扶

贫开发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

任务，党的十九大对脱贫攻坚进行了新的部署。金

融扶贫作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视为实现精准扶贫的“加速器”。但不同贫困

地区实施金融扶贫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导致金融扶

贫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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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整体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且人口众多，要

实现党中央提出的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

除贫困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本文选取安徽省不

同地区的１２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实证

分析其金融扶贫的效果，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

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减少贫困；二是金

融扶贫的途径和制约因素及减贫效果。Ｊａｌｉｌｉａｎ等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每提高１％，穷人

收入就增长０．４％
［１］。Ｂｒｕｎｏ等指出，经济增长是

减贫最为普遍和有效的间接途径［１］。Ｇｅｄａ等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２］。

丁志国等利用我国２３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

据进行金融减贫实证分析后指出，发展农村金融能

够减少贫困［３］。伍艳利用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农村金融水平每提高１％，贫困发生率下降１．

５８％
［４］。周军指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解决

农民特别是农村特困群体贷款难问题找到了一条

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新形势下政府扶贫方式的创新

和构建农村“穷人银行”的现实选择［５］。周孟亮等

认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的方式主要是利

用市场提高被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６］。胡赵华

等在分析孝感市金融扶贫模式成效的基础上，剖析

了可持续金融扶贫工作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金融

扶贫的路径［７］。王建平以川西北藏区为例，通过建

立反映政府扶贫资金与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收

入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政府扶贫资金的减贫

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８］。张莎认为，政府在与金融

机构合作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会出现追逐利益、扶

贫项目缺乏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扶贫参与主

体单一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削弱了金融扶贫

的效果［９］。

总体来说，国外关于金融扶贫的研究开始较早

且已趋于成熟，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主要是在

国外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关于安徽省金融扶贫效

果的研究，目前大多是根据安徽省某一地区的情况

来反映安徽省的整体情况。本文选取的１２个国家

级贫困县（区）为阜阳市颍东区、临泉县、宿松县、岳

西县、寿县、霍邱县、舒城县、金寨县、石台县、砀山

县、灵璧县、利辛县，样本覆盖了阜阳、六安、池州、安

庆等地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安徽省金融扶贫的实

际效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金融扶贫效果实证分析

（一）金融扶贫效果的主要衡量指标

本文通过存贷比与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关系来

反映金融支持下的扶贫效果。贫困发生率是指某

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用来衡量某

一地区的贫困程度。存贷比是某一地区贷款总额

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可以衡量该地的金融发展水平

以及居民的消费习惯。安徽省１２个国家级贫困县

（区）的存贷比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安徽省１２个国家级贫困县（区）的存贷比分布

本文选取贫困发生率减少率作为扶贫效果衡

量指标，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基期贫困发生率－

当期贫困发生率）／基期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

减少率能够清晰地衡量各地区的贫困率变化情况，

同时能够排除由于各地区实际情况（如贫困人口数

量、上年的贫困发生率等）不同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使得到的结果更加切合实际。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存贷比、贫困人口数、年末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财政收支赤字、人均生产总值、第二

产业比例等作为扶贫效果的影响因素。其中，存贷

比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引进其他指标主

要是为了防止模型存在误差。本文选取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安徽省１２个国家级贫困县（区）的贫困发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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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数据，并以２０１１年为贫困发生率基期，分别计

算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各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减少率，

然后对安徽省整体的金融扶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相关数据的统计描述见表１。

表１　面板数据的统计描述

变量 样本总数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贫困发生率减少率／％ ４８ ３６．０８００ １９．５４００ ４．７６ ７０．６８

贫困人口数／万人 ４８ １２．８６００ ６．５８３１ １．５３ ３０．１５

存贷比／％ ４８ ４５．２１００ １３．４８００ ２４．１０ ８１．２１

人均生产总值／元 ４８ １３９０１．７９００ ４５３７．１９９０ ５０８４．００ ２６９７４．００

第二产业比例／％ ４８ ４０．６０００ １０．６７００ ２０．９０ ５５．９０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４８ １６５．１３８８ ７４．７１０５ ２９．４９ ３６２．７５

财政收支赤字／亿元 ４８ －２４．２２１０ ９．８８６６ －４８．７０ －５．９１

　　根据相关数据建立以下实证分析回归模型

犢犻狋＝α＋β犡犻狋＋ε犻狋（犻＝１，２，…，１２；狋＝１，２，３，４）

式中，犢犻狋为被解释变量，代表贫困发生率减少率；

犡犻狋为解释变量，代表贫困人口数、存贷比、年末金

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财政收支赤字、人均生产总

值、第二产业比例等；犻代表安徽省１２个国家级贫

困县（区）；狋表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ε犻狋为误差项。

（三）回归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是选择随机

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该面板数据为平衡

面板数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为：ｃｈｉ２＝９．８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０．０８０７，这表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较为合适。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除了存贷比、

第二产业比例这两组数据外，对其他数据进行取对

数处理，其中政府赤字先取绝对值再取对数，然后

将具体变量代入回归模型，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

贫困人口数 －０．３５７３（１０．３０）

存贷比 ０．３０３０（１．９０）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２１０７（０．３５）

第二产业比例 －０．０９３６（０．４０）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０．３４９０（５．０１）

财政收支赤字（绝对值） ０．００７８（０．０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ｍｏｄｅｌ ０．９７８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ｓｉｇｍａ＿ｕ ０．０７６９

ｓｉｇｍａ＿ｅ ０．０３０３

ｒｈｏ ０．８６６２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统计水平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差。

从表２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银行存贷比

与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呈正相关关系，即贫困发生率

减少率随着存贷比的升高而升高。一个地区的存

贷比升高说明该地区的贷款投放量相应增加，而贷

款投放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第二，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与贫困发生率减少率

呈正相关关系。某地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

额越多，表明该地区居民收入多，贫困发生率就低。

第三，人均生产总值与贫困发生率减少率呈正相关

关系，表明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地区脱贫具有

显著影响。第四，财政收支赤字（绝对值）与贫困发

生率减少率呈正相关关系，即财政赤字越大，政府

支出越多，用于扶贫的资金也会越多，贫困发生率

减少率就越大。第五，贫困人口数和第二产业比例

与贫困发生率减少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贫困人

口数越多、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大，越不利于脱贫

任务的完成。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解释变量对贫困发生率减

少率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中基于回

归方程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解方法，测算各解释变量对

贫困发生率减少率的贡献度（表３）。从表３可以

看出：在对各影响因素贡献度的单独测算中，存贷

比仅提供了全部贡献度的２．９４％。在归类分组后

各组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率的贡献度测算中，把存贷

比归为第一组，把贫困人口数归为第二组，把人均

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占比这两个解释变量合并为区

域经济发展程度类变量并归为第三组，把年末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财政收支赤字两个变量合并为

资金投放量类变量归为第四组（表４）。从中可以

看出：两种情况下存贷比的贡献度基本没有什么变

化；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财政赤字（绝对

值）这一组的贡献率最大。这说明资金的投放量尤

其是财政资金的投放量对贫困率的减少有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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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也揭示出，若要解决贫困问题就需加大金

融支持的力度。

表３　各解释变量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率的贡献度

解释变量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占比／％

存贷比 ０．０２４０５ ２．９４

贫困人口数 ０．３０８２８ ３７．６９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１６６４６ ２０．３５

第二产业比例 ０．０３９６３ ４．８５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０．１４４４４ １７．６６

财政收支赤字（绝对值） ０．１３５０８ １６．５１

总计 ０．８１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４　归类分组后各组对贫困发生率减少率的贡献度

解释变量分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占比／％

第一组 ０．０２１７９ ２．７９

第二组 ０．２３４３４ ３０．０１

第三组 ０．２４７６２ ３１．７１

第四组 ０．３１４１８ ４０．２３

总计 ０．７８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安徽省１２个国家

级贫困县（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银行存贷比与扶

贫效果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存贷比提高，

贫困发生率减少率也随之提高，扶贫效果就好；年

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人均生产总值和财政收

支赤字（绝对值）对扶贫效果具有正向作用，而贫困

人口数及第二产业比例对扶贫效果具有反向作用。

“十三五”期间为打赢安徽省的脱贫攻坚战，如期完

成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任务，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

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一方面，加大对农

村的信贷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脱贫金融产品

的开发和创新力度，开发出成本低、审核方便快捷

的金融产品，彻底解决贫困地区融资难的问题；另

一方面，通过有关部门的政策引导，鼓励各类金融

机构积极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加大融资来促进脱

贫产业的发展，构建产业带动脱贫的长效模式，如

颍东区光伏扶贫项目、砀山县电商产业、岳西县“整

村推进”模式、石台县“公司＋基地＋贫困户”项目

等，实现扶贫开发政策与当地产业政策的有机结

合，使扶贫开发工作在融资资金的带领下，围绕“发

展生产，脱贫一批”的方式开展。

第二，探索扶贫资金与信贷资金的有效结合。

在扶贫开发中，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存在效

率低下的问题。对于扶贫经费的使用，有关部门没

有做到实时监控，使政府扶贫资金使用存在拨付进

度缓慢、结转情况不透明等问题。因此，各地政府

要健全普惠金融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对贫困户降低

信贷门槛，加大扶贫小额信贷的放款量，有效解决

目前扶贫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同时，要注重金融

扶贫绩效考核，对扶贫效果理想的金融产品进行推

广，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使政府的扶贫资金及

时、高效地用于扶贫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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