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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全域旅游思考

张　娟，顾婷婷，王　琴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８）

摘　要：以南京市四个典型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七个非农就业类型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
的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等方法计算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研究发现：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如金融、保险
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大；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门类，如住宿、餐饮，对部分地区的农民增收贡献较大；传统第二
产业门类，如传统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并不突出且表现出一定的地方差异性。基
于全域旅游产业观、全域旅游管理观和全域旅游空间观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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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即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提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因此，
本文从全域旅游的角度，研究农民非农就业、农民增
收与旅游业的关系，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非农
就业，如何扩大非农就业和扩大非农就业的影响因
素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例如，人力资本对非农就
业的影响［１２］，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因素如土地产
权变化［３］、加快城镇化进程［４］、发展农村保险与金
融［５７］等对非农就业的影响。

旅游业是综合性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在增加农
民收入方面较其他行业有先天优势。目前，学者们
更多地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旅游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８９］。相关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民收入
的增长整体上呈现出一致性，但扶贫效果并不明
显［１０］；外出打工对农民增收影响显著，而为农家乐
提供农产品对农民增收影响有限［９］。在研究的基础

上，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充分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素质及参与能力，提高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１０］。

二、研究对象
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高淳区、溧水区、六合区

为研究对象，利用纵向数据计算七个非农就业类型
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指数；通过横向比较，剖析非农
就业类型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上述四区的建制历
史相似，均从县级建制变为市辖区建制，其中撤县
设区最早的是江宁区，成立于２０００年，其次是六合
区，成立于２００２年，高淳区和溧水区都成立于
２０１３年；四区乡村人口众多，占当地人口的比例
大，从２０１５年的统计数据看，六合区乡村人口占比
最大，达２４．８％，其次是江宁区，达２３．８％，再次是
高淳区，最后是溧水区；四区都有近２０年的连续统
一的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及来源

本文研究的非农就业类型包括工业（Ｊ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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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Ｊ２）、交通运输仓储业（Ｊ３）、信息传输业（Ｊ４）、批
发零售业（Ｊ５）、住宿餐饮业（Ｊ６）、金融保险业（Ｊ７）等
七类。农民收入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代替，
主要由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构
成，不考虑占比较小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所有非农就业人数、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农
民工资性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数据均来自
历年《南京旅游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往往被用于大型研究，成为一个
中间研究环节，用于解决数据信息浓缩问题。主成
分回归分析是用原自变量的主成分代替原自变量
做回归分析。这些主成分保留了原指标的绝大部
分信息，主成分间相互正交，解决了多元线性回归
中的共线性问题。主成分回归分析能够充分利用
数据信息，有效地提高模型的抗干扰能力［１１］。

主成分回归分析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设有狀
个样本，测得犼项指标（犼＜狀），得到原始数据矩阵，
即犡＝（犡１，犡２，…，犡犼），犡的第犿个主成分为
犣犿，主成分犣犿的方差贡献率是主成分犣犿的方差
在总样本方差中的比例，这个值越大，表明主成分
犣犿携带的犡１，犡２，…，犡犼的原始信息量越多。一
般来说，累积贡献率达到８５％，表明这些主成分包
含了全部测量指标所具有的主要信息。然后，利用
最小二乘法对选出的主成分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可得最终标准化线性回归模型［１２］。

本文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对非农就业与农
民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标准化回归系数。根
据各成分的贡献，推导出七种非农就业类型与三种

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矩阵，得到非农就业变量系数
以及非农就业贡献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犲犼＝∑
犿

犻＝１
（犠犼犻·犉犻） （１）

式中，犲犼表示第犼项非农就业类型的非农就业变量
系数，犿表示主成分提取后选取的主成分数，犼表示
非农就业类型数，犠犼犻表示第犼项非农就业类型的旋
转成分贡献，犉犻表示第犻个主成分，犻＝１，２，３…，犿。

犈犆犐犼＝犲２犼·（∑
７

犼＝１
犲２犼）－１ （２）

式中，犈犆犐犼表示第犼项非农就业类型的非农就业
贡献指数。犈犆犐的临界值为１／狀，本研究中狀＝７，
则犈犆犐大于０．１４的非农就业类型就被认为是影
响农民收入的重要类型，对提高农民收入影响
较大。

四、四区农民收入比较
（一）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比较

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来看，四区中农民人
均可自由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江宁区，其次是高淳
区，这两个区的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均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六合与溧水基本相当，但都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不考虑货币因素，单从收入数值看，农
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保持高速增长，但２０１５年
后增速放缓（图１）。其中，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快
速增长，且增速远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速；家庭
经营性收入只在高淳区保持持续增长，其他三个区
以及全市最近几年总体上甚至出现大幅缩减现象。

图１　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

（二）城乡收入差距比较
本文通过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来比较

四区的当地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
数是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与当地农
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比值，数值越大，差距越

大。研究发现，四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都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其中，溧水和高淳城乡收入差距较小
并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而江宁和六合城乡收入差距
在四区中相对较高，但也在逐年减小（表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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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当地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年份 江宁 高淳 溧水 六合 全市
２００９ ２．４７ ２．３３ ２．３１ ２．４１ ２．５９
２０１０ ２．４２ ２．２９ ２．２６ ２．３７ ２．５４
２０１１ ２．３３ ２．２３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４６
２０１２ ２．３３ ２．２３ ２．２０ ２．３１ ２．４６
２０１３ ２．２７ ２．１８ ２．１６ ２．２６ ２．３７
２０１４ ２．２８ ２．１８ ２．１９ ２．２８ ２．４１
２０１５ ２．２５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２０ ２．４０
２０１６ ２．２４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３７
２０１７ ２．２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８ ２．３６

　　总体来看，四区中，江宁区农民收入高，但城乡
收入差距大；高淳区农民收入高，城乡收入差距小；
溧水区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小；六合区农民
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

五、非农就业贡献指数
（一）非农就业的主成分提取

对上述七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提取，ＫＭＯ检验
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结果见表２。由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显著性均小于０．００５，说明变
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ＫＭＯ统计量均大于０．７，说
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较高，可以做因子分析。

公因子方差表示各变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
取的公因子所表示的程度。由表３可知，所有变量
的共同度都在８０％以上，可见按照默认数量提取出
的这几个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是较强的。

表２　犓犕犗检验和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狊球形检验结果
项目 江宁 高淳 溧水 六合 全市

ＫＭＯ检验 　０．７９４ 　０．８２２ 　０．７７１ 　０．７０１ 　０．８０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２５０．０５９ １９４．０４０ ２４４．６６８ ２１７．３４８ ２６０．７３５
ｄｆ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公因子方差

非农就
业类型初始 江宁

提取
高淳
提取

溧水
提取

六合
提取

全市
提取

Ｊ１ １．００００．９９００．８９９０．９５７０．９２５０．９５４
Ｊ２ １．００００．９７１０．８０１０．９５３０．８１４０．８６９
Ｊ３ １．００００．９８１０．８１４０．８６２０．８０１０．７８２
Ｊ４ １．００００．９９２０．８０８０．８０５０．８４３０．８５８
Ｊ５ １．００００．９６４０．９０２０．９２４０．８４７０．８５４
Ｊ６ １．００００．９５９０．８０４０．８０３０．９２２０．９８７
Ｊ７ １．００００．９８８０．９４９０．９２７０．９２９０．９２０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各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如表４所示。江宁区前
两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９０％，而其他
三区及全市各提取一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均
在８４％以上。分别对各区提取出的主成分进行方
差最大旋转，旋转后的成分贡献如表５所示。

表４　方差贡献率
排序 江宁 高淳 溧水 六合 全市
１ ７５．１７８４．９６２８７．７３９８５．０４１８８．９１２
２ ２２．６２６．９４２８．２９３９．１３９ ７．６５８
３ １．１３３．７８３２．４２６４．０８３ ２．２５９
４ ０．６０３．２２４０．９７７０．９５６ ０．８２８
５ ０．３２０．８０６０．４０３０．５５５ ０．２４１
６ ０．１２０．１９４０．１３７０．１５７ ０．０５２
７ ０．０４０．０８７０．０２７０．０６９ ０．０５０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表５　旋转成分贡献

非农就
业类型

江宁
主成
分１

主成
分２

高淳 溧水 六合全市

Ｊ１ ０．８７６０．４７３０．９４８０．９７８０．９６２０．９７６
Ｊ２ ０．９２００．３５４０．８９５０．９７６０．８９１０．９３２
Ｊ３ ０．９８９０．０４９０．９０２０．９２９０．８３２０．８８４
Ｊ４ ０．１３７０．９８６０．８９３０．８９７０．９１８０．９２６
Ｊ５ ０．９４５０．２６７０．９５００．９６１０．９２１０．９２４
Ｊ６ ０．４８２０．８５２０．８８６－０．８４４０．９６００．９９３
Ｊ７ ０．２２４０．９６９０．９７４０．９６３０．９６４０．９５９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法为具有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
交旋转法，旋转在３次迭代后收敛。
（二）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的计算

主成分标准化回归系数、对回归系数进行狋检
验的结果以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标准
化回归系数绝对值越大表示对模型的贡献越大，对
预测指标越重要。根据公式（１）和公式（２）分别计
算出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和非农就业贡献指数，见表
７和表８。

研究发现：非农就业类型总体上促进了农民收
入的增长；非农就业类型对农民收入来源影响的差
异不大，同一地区、同一非农就业类型、不同农民收
入来源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相似，非农就业变量系
数仅在数值上略有差异，但变化特征基本一致。

１２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４卷

表６　主成分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犜检验结果

地区 主成分 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标准系数 狋 Ｓｉｇ． 标准系数 狋 Ｓｉｇ． 标准系数 狋 Ｓｉｇ．

江宁 １ ０．１５６ ３．１６００．００６ ０．１６９ ３．６１４０．００３ ０．１３５ １．１５０ ０．２６８
２ ０．９６９ １９．６３２０．０００ ０．９６９ ２０．６８７０．０００ ０．８８０ ７．４７４ ０．０００

高淳 １ ０．９３９ １０．９１００．０００ ０．９４８ １１．９５６０．０００ ０．９２８ ９．９７８ ０．０００
溧水 １ ０．８６９ ７．０２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０ ７．７８９０．０００ ０．９０９ ８．７１４ ０．０００
六合 １ ０．８７３ ７．１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０ ６．１９１０．０００ ０．８５８ １．５３６ ０．１４４
全市 １ ０．８９８ ８．１６３０．０００ ０．８９６ ８．０８１０．０００ ０．８１５ ５．６１８ ０．０００

表７　非农就业变量系数
非农就
业类型

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

Ｊ１ ０．５９０．８９０．８５０．８４０．８８０．４７０．９００．８７０．８１０．８７０．３９０．８８０．８９０．８３０．８０
Ｊ２ ０．４９０．８４０．８５０．７８０．８４０．３６０．８５０．８７０．７５０．８４０．３００．８３０．８９０．７６０．７６
Ｊ３ ０．２００．８５０．８１０．７３０．７９０．０７０．８６０．８３０．７００．７９０．０４０．８４０．８４０．７１０．７２
Ｊ４ ０．９８０．８４０．７８０．８００．８３０．９３０．８５０．８００．７７０．８３０．８２０．８３０．８２０．７９０．７５
Ｊ５ ０．４１０．８９０．８４０．８００．８３０．２８０．９００．８６０．７７０．８３０．２２０．８８０．８７０．７９０．７５
Ｊ６ ０．９００．８３－０．７３０．８４０．８９０．８１０．８４－０．７５０．８１０．８９０．７１０．８２－０．７７０．８２０．８１
Ｊ７ ０．９７０．９１０．８４０．８４０．８６０．９２０．９２０．８６０．８１０．８６０．８００．９００．８８０．８３０．７８

表８　四区及全市非农就业贡献指数
非农就
业类型

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江宁高淳溧水六合全市

Ｊ１ ０．１０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６０．１５０．０８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６０．１５０．０７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６０．１５
Ｊ２ ０．０７０．１３０．１６０．１３０．１４０．０５０．１３０．１６０．１３０．１４０．０４０．１３０．１６０．１３０．１４
Ｊ３ ０．０１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３０．００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３０．００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３
Ｊ４ ０．２７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４０．３１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４０．３２０．１３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４
Ｊ５ ０．０５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４０．１４０．０３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４０．１４０．０２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４０．１４
Ｊ６ ０．２３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６０．２４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６０．２４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６
Ｊ７ ０．２７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５０．３１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６０．１５

（三）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特征分析
由表７、表８可知，四区以及全市的非农就业

贡献指数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农民工资性
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大，而
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在这三方面仅数值略有差异，但
变化特征基本一致，这表明行业内容的影响要大于
从业形式的影响。因此，下文只分析非农就业贡献
指数在农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中的差异。

江宁区的非农就业贡献指数差异最明显。信
息传输业（Ｊ４）、住宿餐饮业（Ｊ６）、金融保险业（Ｊ７）的
贡献指数依次是０．２７、０．２３、０．２７，明显高于均值
０．１４，而其他非农就业类型的贡献指数都较低，不
超过０．１。

从非农就业贡献指数看，工业（Ｊ１）在高淳、溧
水、六合以及全市都表现为重要类型，在过去二十

多年时间里，为当地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建
筑业（Ｊ２）只在溧水表现为重要类型；交通运输仓储
业（Ｊ３）在四区表现一般；信息传输业（Ｊ４）在江宁表
现为重要类型；批发零售业（Ｊ５）在高淳、溧水表现
为重要类型；住宿餐饮业（Ｊ６）在江宁、六合、全市表
现为重要类型，Ｊ６的非农就业变量系数在溧水是负
数，表明在该地住宿餐饮业可能并未有效带动农民
增收；金融保险业（Ｊ７）在四区和全市都表现为重要
类型。

综上，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如金融保险业，对
农民增收贡献大；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门类，如住
宿餐饮业，对部分地区农民增收贡献较大，可以继
续关注；传统第二产业门类，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仓
储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并不大并表现出一定的地方
差异性。

２２



第１期 张　娟，等：非农就业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全域旅游思考

六、思考与建议
（一）推动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融合，提高农
民参与旅游业的质量
　　全域旅游产业观认为，旅游业应在产业融合中
与其他产业共同发展。本研究表明，第三产业有助
于提高农民收入，减小本地城乡差距，但第三产业
内部具体行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例如，
住宿和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发展
旅游业并引导农民参与旅游业可以提高农民的收
入。但浅层次的、低效能的参与并不能有效提高农
民收入。若要发挥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效用，还应从
产业融合和分享旅游市场的角度大力发展适合本地
的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

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
服务与软件业，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周冬发现，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使用可以显著促进农
村非农就业，拓展农民收入来源，进而促进农村发
展［１３］。肖龙铎等肯定了金融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
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得益于金融在扩大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的积极影响［７］。

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可以是旅
游＋金融、旅游＋保险、旅游＋计算机服务、旅游＋
互联网等，其中能吸纳非农就业的“旅游＋”应能保
证就业的稳定性，并能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农民收
入。旅游目的地政府部门应从政策倾斜、税费下
调、土地流转等方面鼓励和推动旅游与创新型第三
产业门类的融合。大中型旅游企业应考虑跨行业
融合与合作，例如与金融企业合作，构建旅游＋金
融企业综合体，以提高旅游项目投资的有效性，增
加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旅游资金的合理
流动，吸纳更多非农就业，提高非农就业质量。对
于小型旅游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区域性
“旅游＋”产业融合集群，成为吸纳大多数非农就业
的终端；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优势，从目标集聚的
角度，借助旅游＋互联网、旅游＋计算机服务，为游
客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吸纳非农就业，推广产业
融合下的当地多品类旅游产品，提高农民收入。
（二）以市场为导向，开展面向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
培训，提高农民从业能力
　　全域旅游管理观认为，应改变以部门为核心的
行业管理体系，构建起以旅游领域为核心的社会管

理体系，推动旅游由行业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１４］。
基于旅游与创新型第三产业门类融合的建设，建议
通过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构建城乡统一的就
业机制，健全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
制［１５］。以市场为导向，就地开展提高农民非农就
业技能的社会教育和培训，通过政策倾斜、转变工
作方式来降低机构组织培训和农民接受培训的各
项成本，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满意度；鼓
励社会组织参与农民技能培训，拓展农民参与培训
的渠道，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培训的能力。此外，政
府应与用工企业积极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实
现培训上岗一体化。
（三）跳出空间束缚，从广域角度思考旅游与创新型
第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全域旅游空间观认为，产业应与空间相结合，以
空间经济系统发展理念来推动旅游产业升级［１４］。
在立足于本地旅游系统、吸纳农民就地就业、增加就
业数量、提高从业质量的同时，对于旅游与创新型第
三产业门类的融合发展，政府、企业、农民都应有“广
域”思维。例如，放眼于互联网可触及的“域”，创新
政企、企企合作方式，打破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局
限，尝试跨区域产业融合与合作，扩大综合旅游产品
的宣传，增加综合旅游产品的销售，实现本地综合旅
游产业增收，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在旅游的社会管
理体系构建方面，也应放眼于互联网可触及的“域”，
获取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搭建互联网培训平台，提
高农民从业能力，让更多农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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