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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精准扶贫尧精准脱贫是中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方略袁产业扶贫则是精准扶贫尧精

准脱贫的主要实现手段遥 在全球化快速扩张背景下袁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扶贫并完成减贫目标袁是关
乎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遥 在系统性梳理全球化和中国农村贫困的典型事实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袁研究出
口贸易冲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遥 基于地区统计年鉴和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曳袁实证研
究发现袁出口贸易冲击显著降低了地区贫困发生率遥 结合 2010要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

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检验发现袁贸易冲击通过提高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率和增强移民网络效应袁来增加
家庭人均收入遥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袁一方面要扩大开放程度袁充分利用贸易红利促进产业扶贫
的实现袁另一方面要发展国内市场袁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波动遥
关键词院贸易冲击曰农村贫困曰外出就业曰移民网络
中图分类号院F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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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

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遥 2015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业发展中受益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遥 产业合作尧
产业项目建设尧创建产业扶贫基金尧产业投资等

发布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曳袁提出将精

方式袁有助于帮扶和刺激产业发展袁进而实现优

准扶贫尧精准脱贫作为我国基本方略袁到2020 年

化产业资源配置尧创造就业机会尧提高产业效率

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尧不愁穿袁义务教

的目的遥

育尧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遥 同年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明确提出袁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袁集中到

一尧相关文献综述
20 世纪以来袁全球化浪潮推动全球贸易市

一点袁就是到 2020 年实现野两个确保冶院确保农村

场加速扩张袁贸易对经济发展愈发重要袁成为影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袁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遥 此

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遥产业扶贫能够取得

后袁我国通过产业扶贫尧就业扶贫尧生态扶贫尧教

有效的成果袁离不开贸易发展遥 农产品贸易有利

育脱贫等举措袁切实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袁取得

于形成农业经济规模效应 咱1暂尧促进农业技术进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袁强效的扶贫机制和持

有效地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袁是产业扶贫的

了显著的成果遥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袁
续的脱贫动力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遥
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出路之一袁是实现精
准扶贫的重要途径遥 从长期来看袁贫困人口从产

步 咱2暂尧扩大农业就业规模咱3暂袁推动农业产业发展袁
重要途径遥 另外袁制造业产品贸易对产业创新咱4暂尧

企业生产率咱5暂尧就业规模咱6暂有积极影响袁有助于促
进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与产业扶贫实现遥通过产业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野转型发展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冶渊14ZDB120冤遥
作者简介院陈思宇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曰陈斌开渊通信作者冤袁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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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是产业扶贫的基本逻

贫困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袁指出沿海地区

辑袁以产业为主导的野造血式冶扶贫机制往往比以

农村居民是最大受益群体袁贸易加剧了地区收入

个体为扶贫对象的野输血式冶扶贫方式具有更有

效的长期减贫效应咱7暂遥 产业扶贫通过有效配置土
地尧资本和劳动力袁构建多要素协同作用的长效

扶贫机制咱8暂袁在充分顺应地区资源特点和产业基

础的前提下 袁加大产业资本融资和产业资金投
咱9暂

入 咱10暂袁能够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袁实现更有效
的扶贫效果遥

自 Bhagwati & Srinivasan 提出贸易与贫困

的联系后 袁经济学领域有大量文献致力于探
咱11暂

差距咱20暂曰郭熙保尧罗知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估计贸

易的减贫效应袁研究表明袁内陆地区的边际减贫
效应高于沿海地区咱21暂曰Huang et al. 的研究表明袁
贸易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产生消极影响袁
但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脱贫咱22暂遥

相较于现有文献袁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差异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院第一袁现有文献大多通过农
村居民收入水平或者收入分组数据计算省级层
面贫困发生率袁本文则使用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

究贸易对贫困的影响效应遥 贸易能够通过优化

报告曳中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数据进行检验袁使贫

资源配置尧加速经济增长尧增加不熟练工人工资

困识别更加准确曰第二袁现有文献关于贸易对农

等途径袁实现减贫

咱12暂

遥 Vamvakidis & Athanasios

村贫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

利用跨国历史数据追溯贸易与贫困的联系袁发

易组织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袁本文则主要研究

1920要1940 年呈现负向联系袁近年来随着各国

地阐明2008 年金融危机后贸易对农村贫困的影

现 1970 年以前贸易对贫困几乎没有影响袁甚至
贸易开放不断加深袁贸易的减贫效应才得以体

现 遥 从国际经验看袁在减少贫困的过程中袁贸易
咱13暂

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遥 Ahmed 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发展经验袁证明了国际贸易显著地缓解了

贫困 曰董运来等利用印度的经验研究发现贸易
咱14暂

可促进农业发展袁进而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
发生率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咱15暂遥

2010年之后的贸易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袁能更好
响状况及机制曰第三袁鲜有文献基于省级数据对
贸易影响农村贫困的机制进行研究袁本文结合
微观数据袁基于家户层面数据进行分析袁弥补了
相关文献的不足遥
二尧全球化与农村贫困院典型事实

减贫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袁中国一直

对于中国贸易与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袁学者

在为消除贫困而积极努力遥根据世界银行设定

们有不同的观点遥 李石新等指出袁中国贸易与农

的贫困标准袁国际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

曰黄季焜等指出袁

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3.2 美元曰针对中高收入国

村贫困具有倒 J 型特征袁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贸
易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

咱16暂

贸易有助于农村地区缓解贫困袁但可能会恶化收
入分配

遥 而 Chen 利用 GTAP 模型分析得出袁

咱17暂

曰

咱18暂

贸易并不能使农村居民受益袁没有减贫效应

Han 使用 1988要2008 年中国城市家庭调查数

据袁实证研究得出贸易加剧了工资不平等袁贫困

人口无法从中获益咱19暂遥上述文献均集中于国家层

面袁并不能解释中国地区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袁
另一些文献则着重解释了地区贫困率的差异问
题遥胡海军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袁对中国贸易与

低于 1.9 美元曰针对中低收入国家袁贫困线为每
家袁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 5.5 美元遥

2016 年袁中国位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

720 万袁相较于 1990 年下降 99%曰按照中低收
入国家标准袁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 7420万袁

相较于 1990 年下降 93%曰按照中低收入国家标

准袁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 3.3 亿袁相较于

1990 年下降 70%袁减贫成果显著遥 图1渊下页冤展
示了世界贫困率与中 国 贫 困 率 的 变 化 趋势遥

1990要2016 年 袁 中 国 贫 困率从66.2% 下 降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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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袁同期世界贫困率从 36%下降至 10%遥 2005

增长了 2.6 倍袁减贫主要依赖于农村经济体制改

此后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的平均减贫速度遥

率的提高袁进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得以增加遥 农村

年袁中国贫困率首次低于世界平均贫困率袁并在

中国对于贫困人口的认定经历了三次调整袁

2008 年以前中国设定了两个扶贫标准袁即绝对

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遥 2008 年袁绝对贫困标准

革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
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袁为农村劳
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遥

1985 年之后袁中国主要是通过实行有计划

和低收入标准合一袁统一使用 1067 元作为国家

的开发性扶贫来缓解贫困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

至 1196 元袁2010 年随 CPI 上涨再上调至1274

现地缘性集中的特征遥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扶贫标准遥 2009 年袁国家扶贫标准从 1067 元上调
元遥 2011 年袁中国决定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遥 在2019
年的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曳中袁追溯了按照不

展袁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袁农村贫困人口呈
问题袁1986 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级农村扶贫机
构要要
要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袁旨在系统

化尧制度化地开展全面扶贫工作遥 在国家扶贫办

同贫困标准计算的农村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

的统筹下袁国家安排专项资金袁制定专门的优惠

1978要1985 年袁中国主要通过促进全面经济

实施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渊1994要2000年冤曳袁

率渊见图 2袁下页冤遥

增长来减少贫困遥按照 1986 年的贫困标准袁即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206 元袁中国贫困人口由

2.5 亿减至 1.25 亿袁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至
14.8%曰按照 2010 年的贫困标准袁中国贫困人口

由 7.7 亿减至 6.6 亿袁贫困发生率从 97.5%下降

至 78.3%袁大量农村人口实现脱贫遥这一阶段袁
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 14%袁农民人均纯收入

政策袁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遥 1994 年袁中国公布
明确提出用 7 年左右的时间袁基本解决农村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遥到 2000 年底袁国家野八七冶

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袁按照 1986 年的贫困标

准袁中国贫困人口减至 3209 万袁贫困发生率下

降至3.5%曰按照 2010 年的贫困标准袁中国贫困

人口减至 4.6 亿袁贫困发生率降至 49.8%遥 在这一
时期袁户籍制度的放开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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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贫困率与中国贫困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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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要2018 年中国农村贫困情况
外出务工袁其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
年袁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1%袁
组成部分袁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遥

2001 年袁中国出台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渊2001要2010 年冤曳袁明确了未来 10 年的扶贫目

标袁即解决 3000 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袁实

相较于2000 年上升 10 个百分点袁越来越多的农

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袁为农村家庭创造更多收入以
缓解贫困遥

2011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中国农村

现 6000 万低收入人口稳定脱贫遥 该纲要鼓励开

扶贫开发纲要渊2011要2020 年冤曳袁提出用 10 年时

区尧少数民族地区尧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

以来袁围绕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袁

展整村扶贫袁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
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袁并确定了 592 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遥 2010 年袁扶贫重点
县得到的扶贫相关资金规模达到 606.2 亿元袁相

较于2002 年增加 355.9 亿元袁年均增速达11.7%遥
在此期间袁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增长率为 12.2%袁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增速 11.5%袁
扶贫政策效果显著遥 同时袁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市
场参与度也在上升遥2010 年袁农户中 24.5%的劳
动力选择外出就业袁相较于 2003 年上升 6.2 个
百分点遥 在外出人员中袁男性占比 66.6%袁女性

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阶段性目标遥党的十八大
党和政 府把扶贫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遥

2014年袁我国正式实施精准扶贫遥 精准扶贫有效
地弥补了之前粗放式扶贫方式的不足袁取得了卓
越成果遥 2015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叶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曳袁提出五年扶贫攻坚计划袁
实现70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遥2018 年袁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叶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曳袁对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
冲刺期作出进一步部署遥
精准扶贫作为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袁

占比33.4%曰男性以从事制造业尧建筑业和居民

结合多种减贫方式袁实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确

服务业为主袁女性以从事制造业尧居民服务业尧住

识别尧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遥精确识别是指针对

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曰男性外出务工人均

贫困人口完善建档立卡袁剔除识别不准人口袁补

收入为 1708 元袁女性人均收入为 1386 元遥 2010

录漏登贫困人口袁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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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院世界银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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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0要2018 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

制袁确保贫困人口能够享受政策帮扶遥 精确帮扶

素袁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遥改革开放以来袁

是以产业扶贫为主要手段袁配合劳务扶贫尧教育

中国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

扶贫尧健康扶贫等辅助手段袁帮助贫困地区发展

贸易结构优化尧规模增长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产业促进精准脱贫袁并且指导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后袁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尧实行外汇野双轨制冶改

业袁增加贫困户收入袁实现脱贫目标遥精确管理
包括建立考核评估机制尧督查巡查机制尧约束退
出机制尧扶贫资金项目监管机制等袁确保扶贫政
策落实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2012 年末中国农

村贫困人口为 9899 万人袁2013要2019 年中国农

村减贫人数分别为 1650 万人尧1232 万人尧1442
万人尧1240 万人尧1289 万人尧1386 万人尧1109 万

人袁连续 7 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 1000 万以上袁
2019 年底袁农村贫困人口已经降至 551 万人遥
2014 年底袁国务院扶贫办公布了全国共 832 个

贫困县袁2016要2019 年分别摘帽 28 个尧125 个尧
283 个尧340 个袁截至 2019 年底已脱贫摘帽 776
个袁贫困县已经减至 56 个袁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
定性成就遥

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高质量脱贫袁依靠产业
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是保障长期稳定减贫的
重要手段遥 贸易开放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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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袁贸易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遥 图 3 呈现了中

国 1960要2018 年对外贸易情况遥 中国进出口总
额由 1978 年的 167.68 亿美元增长至 1990 年的

1112.21 亿美元袁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7.67%袁远

高于世界同期贸易年增长率 9.53%淤遥 同时袁中国
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从 1978 年开
始由负转正袁实现大幅上升袁从 4.56%增长至
1990 年的 13.61% 于遥 在此阶段袁中国充分利用

劳动力比较优势袁发展加工贸易袁劳动密集型行
业得到发展袁创造了大量就业咱23暂遥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袁中国开启了对外贸易市场化进程遥 1994

年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曳颁布袁中国实
淤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贸易数据计算得到遥

于同期袁世界平均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从

16.8%上升到 19.35%遥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贸易
数据计算得到遥

施汇率并轨袁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发展遥 1992要

式遥 中国在开放贸易市场尧建立贸易伙伴尧改善

至 6586 亿美元袁年均增长率为 16.3%袁期间贸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45 633 亿美元上涨至

2001年袁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1518 亿美元上涨

易逆差从 1994 年之后开始逆转遥 在这一时期袁
中国关税大幅降低袁加权平均关税从 1992 年
的 32.17%下降至 2001 年的 14.11%袁下降近 18个

百分点袁加速了贸易规模的扩张遥 同时袁大量外资
开始涌入中国市场袁外资带来大量投资和先进技
术袁稳固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模式遥 2001 年袁外资

企业加工贸易进口尧出口分别占中国加工贸易进

贸 易 结构等方向上实现突破遥 2013要2018年袁
51 427 亿美元袁年均增长率为 2.6%袁并于 2014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遥 与此同时袁中国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增加袁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下降袁贸易模式在不断完善遥
三尧贸易与农村贫困院实证检验
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特征尧经济发展程度尧自

口尧出口总额的72%和 75% 遥

然禀赋等差异袁贸易冲击的效应存在区域性差

此后袁中国积极履行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尧清理完

化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有正向作用袁但是在劳动要

咱24暂

2001 年袁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渊WTO冤遥

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尧削减关税等承诺 袁到
2007 年中国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至 5.07%遥加

入 WTO 后袁中国享受 WTO 成员国间贸易优惠政
策袁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遥2002 要

2007 年袁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6586 亿美元上
涨至 24 785 亿美元袁年均增长率高达 28.4%曰贸
易顺差从 374 亿美元上涨至 3080 亿美元曰进出
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从 22.6%上升至 35.4%袁

实现了贸易体量上的巨大突破遥 从贸易结构来看袁
货物贸易是主要的贸易方式袁中国成为世界货
物贸易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袁但服务贸
易逆差仍然存在遥

2008 年袁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袁进而演化成全

球金融危机袁世界经济产生巨大波动遥 由于外需

骤降袁2009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相较于 2008
年下降 4500 亿美元袁降幅达到 16%遥 中国通过
增加出口信贷规模尧调高出口退税率尧支持企业

出口带动产业升级等激励措施袁积极应对冲击遥
在政策支持下袁2008要2012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
额年均增长率达 10.5%遥 但是袁贸易顺差在持续
减少袁2012 年贸易顺差为 2318.7 亿美元袁相较
于 2008 年下降 1170 亿美元遥 2013 年袁习近平

主席提出野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和野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冶的合作倡议袁追求高质量的贸易发展模

异遥 陈怡尧王洪亮尧姜德波的研究表明袁贸易自由
素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袁贸易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增
长效应更大咱25暂曰黄季焜等使用 CAPSIM 模型得出
贸易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农民会产生差异性影响袁
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可能会遭受损失咱17暂曰

郭熙保尧罗知使用 1996要2005 年的省级年度数

据袁证明了贸易的减贫作用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
加深而增加袁对内陆地区的减贫作用大于沿海
地区 咱21暂曰然而袁陈恭军尧田维明使用 1998要2010

年的数据得到贸易开放的减贫效应在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更加有效咱26暂遥

图 4渊下页冤呈现了 2018 年中国省级出口贸

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的情况袁其中袁我们将省级
地区当年与前一年贸易出口额差额的对数定义
为贸易冲击袁来反映区域性所受贸易增量的影
响遥2018年袁从贸易冲击来看袁江苏尧浙江尧广东尧

山东尧福建和四川存在明显的贸易出口增长袁出口
增量均高于 10 万美元袁西部地区的贸易增量则

总体处于较落后水平遥 同期袁我国有 8 个省份的
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零袁分别是江苏尧浙江尧广
东尧山东尧福建尧上海尧天津和北京遥 贫困发生率
最高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袁甘肃尧新疆尧西藏尧

贵州尧云南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 4.8%袁与其他

省份存在明显的差距遥由图 4 可以明显看出袁地

区贸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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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袁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袁贫困发生率越低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我们利用实证回归来探究

另外袁我们选取省级地区 2010要2018 年贸易量

地区间贸易冲击的差异是否能解释贫困发生

易体量遥 从图 5 可以看出袁贸易体量越大的地

证检验贸易冲击与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关系遥 数

占全国贸易量的平均比重用以反映地区相对贸

率的高低遥我们使用 2010要2018 年省级数据实

区袁贫困发生率越低袁可见贸易开放对地区贫困

据使用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省级年度贸易

率存在明显负向影响遥

数据和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曳中的贫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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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变量

表 1 省级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单位
%

poverty

贫困发生率

tradeshock

出口贸易差额对数

百万美元

gdp

生产总值对数

亿元

prov_pop

常住人口对数

万人

building

建筑业产值对数

亿元

gov

财政一般支出对数

亿元

fdi

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百万美元

标准差

样本量

8.8

9.29

279

9.62

0.99

279

1.01

1.82

8.12

统计结果遥
具体地袁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院
其中院Povertyit 表示 i 地区 t 年的贫困发生
率曰tradeshock it 表示地区 i 在 t 年的出口贸易冲
击曰X 为一个地区的特征变量袁包含了地区生产
总值尧常住人口尧建筑业产值尧财政一般支出尧外
商直接投资 5 个变量袁啄i 为省份固定效应袁兹t 为
年份固定效应遥 表 2 报告了回归结果遥

从表 2 列渊1冤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袁贸易出

口冲击显著降低了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袁地区所
受贸易出口冲击每上升 1%袁贫困发生率将降低
基准回归
渊1冤
poverty

8.19

0.63

10.9

Obs

279

1.5

279

0.0058%遥回归结果展示了贸易冲击与贫困发生率
的显著负向关系袁与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 咱27-28暂遥

贸易开放能够从经济增长尧就业创造等影响途

-0.582

***

渊0.170冤

占总收入的比重咱29暂遥 接着进行稳健性检验袁我们

使用地区进出口贸易差额对数刻画贸易冲击袁在
度量中加入进口逆差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地衡
量地区贸易情况的变化遥根据表 2 列渊2冤的回归

结果袁同时考虑进口与出口贸易量的变化袁贸易
冲击对地区贫困发生率仍然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袁

即进出口贸易冲击每上升 1%袁贫困发生率将下降

0.0047%遥另外袁贸易依存度能够反映地区参与贸
易自由化的程度袁各地区贸易开放度的不同是导
致其所受贸易冲击大小的重要原因袁我们使用贸

稳健性检验

进出口冲击渊2冤

贸易依存度渊3冤

poverty

poverty

-0.470

***

渊0.134冤

-1.997

内生性检验
2SLS渊4冤
poverty

-1.043

0.572***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279

注院***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遥

姨
279

姨
279

tradeshock

***

渊0.248冤

渊0.246冤

姨

第一阶段渊5冤

***

IV

年份固定效应

279

表 2 省级层面回归结果

trade/GDP

省份固定效应

279

1.21

径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袁同时提高贫困人口收入

Povertyit=琢+茁tradeshock it+酌X i+啄i+兹t+着

地区特征变量

279

0.84

8.05

据遥 表1 报告了实证检验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

tradeshock

平均值

姨
279

渊0.076冤
姨
姨
姨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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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依存度进行稳健性检验袁表 2 列渊3冤报告了回

导袁其中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重要市场袁贸易冲击

百分点袁当地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 0.02 个

口的收入提升遥 另外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城镇

归结果遥回归结果显示袁贸易依存度每增加 1 个
百分点袁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遥

化进程中重要的移民群体袁移民网络也是一个重

然而袁基准回归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贸易对贫

要的传导机制袁内陆地区外出务工人员选择经济

困发生率作用的因果效应袁内生性问题仍然存

发展更快的沿海地区务工袁能够带动内陆地区贫

在遥 我们将 2009 年各地区出口贸易占比与全国

困人口脱贫遥

贸易冲击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袁使用工具变量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渊CFPS冤从

处理内生性问题遥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

微观角度来验证贸易冲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遥 一方面袁2009 年出口贸易占
比是固定的比例袁不随时间变化袁同时全国范围
的贸易冲击与省级层面贫困发生率也没有直接
关系袁两者的交互项满足排他性要求遥 另一方

途径遥 CFPS 数据库搜集了个体尧家庭和社区层
面的数据袁从 2010 年开始每两年公布一次调查

数据袁已经有 5 次的面板数据可供使用遥 我们通

过家庭数据限定农村范围袁并识别出农村贫困人

面袁2009年出口贸易占比反映各省份贸易的相

口袁获得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外出务工信息袁验证

对量级袁随时间变化较小袁因而工具变量与实际

贸易冲击的影响途径遥

省份所受贸易冲击也满足相关性要求遥具体地袁
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完成工具变量回归
检验院
tradeshock it=琢1+茁1trade_ratioi2009*tradeshock t+
酌1X i+啄i+兹t+着

Povertyit=琢2+茁2tradeshock it+酌2X i+啄i+兹t+着

其中院trade_ratioi2009 表示 2009 年各省份贸

易出口占比袁tradeshock t 表示 2010要2018 年全

CFPS 数据库现有数据覆盖时间与基准回归

中所用数据覆盖时间一致袁并且中国 2010 年实
行了最新的贫困标准袁我们可以在同一贫困标准

下探究影响机制袁避免了贫困标准变动带来的贫
困识别误差遥我们仍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估计袁模型设定如下院
Y ait=琢+茁tradeshock it+籽Za+酌X i+啄i+兹t+着
其中:Y ait 表示家户层面的被解释变量袁包括

国贸易出口冲击袁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一致遥

外出务工尧人均工资性收入等变量曰主要解释变

可知袁地区所受贸易出口冲击每上升 1%袁贫困发

入家户层面控制变量 Za袁包括家庭规模尧是否从

表 2 列渊4冤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遥 由回归结果

生率将降低 0.0104%袁相较于基准回归具有更大
的经济影响袁说明基准回归低估了贸易的减贫效
应遥表 2 列渊5冤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

结果袁固定贸易结构模拟的省级贸易冲击与实际
所受贸易冲击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袁且工具

变量回归 F 值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袁佐证了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遥

四尧贸易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
贸易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袁减贫也是经济发
展的一大目标遥 贸易通过各经济市场和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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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创造就业尧提高均衡工资袁从而实现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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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省级层面的贸易冲击 tradeshock it曰模型中加
事农业尧农业收入对数尧房屋产权和存款数额曰地
区层面控制变量 X i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尧常住人
口尧建筑业产值尧财政一般支出尧外商直接投资曰
模型中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啄i 和年份固定效应 兹t遥
渊一冤外出就业

我国非技术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袁非技
术劳动力也是最有可能从贸易中受益的劳动力
群体咱30暂遥 农村外出就业人口大多是非技术劳动力袁

2018 年贫困地区仅有 22.7%的农村劳动力接受
过技能培训袁且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低端行业袁

从事非技术职业咱31暂遥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袁就业机会

表 3 影响机制检验要要
要外出就业

渊1冤

渊2冤

贫困发生率

外出概率

tradeshock

-0.004

0.011

边际效应估计

-0.003**

**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人均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占比

人均农业收入

4.928***

39.09***

*

渊0.001冤

渊0.007冤

渊0.0017冤

渊0.002冤

0.004*

外出概率

渊0.042冤

渊0.732冤

外出比例
家户控制变量
地区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Obs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36 055

姨
姨

36 055

注院*尧**尧*** 分别表示在 10%尧5%尧1%的水平上显著遥

姨
姨

36 012

姨
姨

34 736

0.015***

渊0.007冤
姨
姨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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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是摆脱贫困最直接的

渊2冤报告了回归结果遥对回归结果进一步计算袁

益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袁而不是产品市

外出务工的概率显著上升 0.4%遥 回归结果证明了

方法遥 Maertens et al. 指出袁贫困家庭通过贸易受

场 遥 从供给端来看袁贸易冲击会创造大量就业袁
咱32暂

我们得到贸易冲击每增加 1%袁该地区家户参与

贸易冲击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袁农

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袁增加农村家庭的

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收入

收入来源遥 从需求端来看袁贸易冲击增加了企业

来源袁从而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遥

的劳动力需求袁推动了均衡工资提高袁农村外出
就业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遥
首先我们验证贸易冲击是否会减弱贫困发

生的概率遥 我们识别人均年收入低于 2300 元的
家户为贫困袁即 Y ait 为是否属于贫困袁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袁表 3 列渊1冤报告了回归结

果遥 根据我们对边际效应的计算袁贸易冲击每增
加1%袁贫困概率减少 0.3%袁贸易冲击对贫困仍

然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袁微观数据支持了宏观结
果遥从供给面来看袁贸易冲击吸引更多的人外出就
业袁我们预期可以观察到受贸易冲击越大的地

根据 2018 年数据袁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

收入的 41%袁是占比最大的收入来源袁同时工资

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增收贡献率达 42%袁也是最大
的增收来源淤遥 因此袁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来看袁

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袁导致
均衡工资水平上升袁使得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
入提高袁并且工资性收入占比也有所提升遥 家中
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人
员的家庭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袁从而实现

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遥 表 3 列渊3冤报告了外出务
工选择对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结果遥 结果显

区袁家户更大概率会参与外出务工遥 我们将通过

示袁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袁有外出务

家户层面数据探究贸易冲击是否增加了家户成

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显著增加

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袁即 Y ait 为家庭是否有外出务
工人员袁我们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袁表 3 列

4.928%遥表 3 列渊4冤报告了外出务工对家庭工资

淤数据来源院2019 年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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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占比的回归结果袁结果显示袁相较于没有
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袁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工

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袁东部地

资性收入占比显著增加 0.39%遥

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遥东部地

另外袁贸易冲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袁

区大多数省份拥有海上运输的地理优势袁贸易开

使得从事农业人口减少袁进而导致人均耕地面积

放程度远高于内陆地区袁2018 年东部省份吸收

增加和人均农业收入提高遥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

了73.8%的出口贸易冲击遥 来自贸易冲击较弱的

越高的地区袁人均农业收入会增长得越多遥 基于

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袁在东部地区获得了更高的

CFPS 数据库袁对家户人均农业收入在省级层面

取平均袁计算出该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袁表 3
列渊5冤报告了回归结果遥结果显示袁地区外出务工

比例每上升 1 个百分点袁可使当地人均农业收入

工资水平袁从而能够提高其家庭的人均收入袁带
动迁出地的经济发展遥 也就是说袁省外就业的外
出务工群体建立了地区间影响的通道遥
我们验证贸易冲击是如何影响外出务工人

显著增加 0.015%袁但农业收入途径的经济效应

员的就业地区选择的遥首先袁我们关注省外务工袁

工对人均收入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

bit模型进行回归遥 表 4 列渊1冤报告了回归结果袁

相较于工资性收入途径的影响是微弱的袁外出务
的增长来实现遥

即 Y ait 为家中是否有在外省务工的人员袁使用pro鄄

根据边际效应的计算袁结果显示袁贸易冲击每下降

渊二冤移民网络
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袁不仅是从农村到
城市的人口流动袁而且是务工人员迁出地与迁入
地之间的纽带遥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以自发和亲
戚朋友介绍为主袁其中亲戚朋友介绍外出占30.1%袁
外出劳动力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遥 从劳动力外出
地区选择来看袁以省内就业为主袁选择省内就业

的外出劳动力占比达到 65.4%袁省外就业占比为

1%袁该地区人员选择到外省务工的概率上升0.5%遥
其次袁我们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对东部地区的选择袁

即 Y ait 为家中是否有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员袁表
4列渊2冤报告了回归结果袁结果显示袁贸易冲击每
下降 1%袁该地区人员选择到东部地区务工的边

际概率上升 0.46%遥 这两项结果说明袁对于受到

贸易冲击较小的地区袁外出务工人员更倾向于选
择外省区务工袁且更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务工遥 受

表 4 影响机制检验要要
要移民网络

渊1冤

渊2冤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外省务工

东部地区务工

务工寄回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tradeshock

-0.035**

-0.036***

边际效应估计

-0.005

-0.0046**
1.162***

2.423***

0.779***

姨

姨

渊0.018冤

**

渊0.003冤

渊0.020冤

渊0.0026冤

东部地区务工
家户控制变量
地区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Obs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29 329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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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

29 325

注院**尧*** 分别表示在 5%尧1%的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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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咱31暂遥

渊0.127冤
姨
姨
姨

16 131

渊0.06冤

渊0.062冤

姨

姨

姨
姨

29 286

姨
姨
姨

14 989

到贸易冲击较小的省份袁其贸易开放度也相对较

九大明确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

低袁该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员有更大的概率选择贸

三大攻坚战之一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

易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务工袁因为其预期能够

务和标志性指标遥

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遥

在我国减贫事业中袁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

外出务工人员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会寄回到

口脱贫的重要方略袁其中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手

农村家庭袁从而提高家庭的人均收入袁帮助家庭

段遥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脱贫遥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员袁其务工所在地的工

定曳明确提出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尧

资水平往往高于其迁出省份袁那么外出务工人员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

将工资寄回就产生了省份之间的资金流动袁实现

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袁产业发展最终受

了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增加收入的效应遥首

益的是参与其中的农村劳动力遥产业扶贫的核心

先袁我们关注有东部地区务工人员的家庭相较于

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就业尧增加收入来源袁是造

其他家庭的寄回工资数额和家庭工资性收入水

血式扶贫遥国际贸易对产业扶贫的实施有着不可

平袁表 4 列渊3冤和列渊4冤报告了回归结果遥 结果显

或缺的作用遥

示袁相较于其他家庭袁有东部地区务工人员的家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袁实证研究发现袁出

庭收到的务工寄回的工资水平比其他地区高出

口贸易冲击可显著降低地区贫困发生率袁能够一

1.162%袁家庭工资性收入高出 2.423%遥 得益于东

定程度解释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差异遥贸易扩张增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袁在东部地区务工

加了国内市场需求尧创造了大量就业袁为农村贫

的人员寄回家庭的工资数额明显更高袁因而提升

困劳动力提供了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袁增加了农

了家庭收入水平袁增加了家庭人均收入袁从而有

村家庭的收入来源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提高了

助于减贫遥 进一步地袁我们限定样本为有外出务工

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袁也因为劳动力外出袁农村

人员的家庭袁表 4 列渊5冤报告了回归结果袁相较于

人均土地禀赋增加袁人均农业收入实现提升遥另外袁

在其他省份务工袁在东部省份务工的家庭工资性

由于我国地区间差异明显袁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

收入高出0.779%袁印证了东部地区对其他地区的

展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袁贸易冲击刺激农村劳动力

带动效应遥

前往东部地区务工袁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移民
五尧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扶贫减贫袁通过经济
体制改革尧大规模开发扶贫计划帮助近三亿人脱

网络袁加强了省份之间的帮扶联系遥 国际贸易冲
击促进了地区产业全面发展袁通过促进农村劳动
力外出务工和移民网络袁帮助低收入贫困人口增
加收入来源尧提高收入水平袁进而实现脱贫遥

贫遥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发展机会袁导致财

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富在国家间再分配袁世界不平等程度加剧遥 在国

绩遥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袁也是

家内部袁资本与劳动报酬出现不平衡增长遥 金融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危机爆发以来袁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反全球化

出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是我们党向人民尧向历史

倾向袁国家民粹主义情绪高涨遥 在未来全球化与

作出的庄严承诺袁是 14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遥

反全球化浪潮中袁中国对外贸易可能经历不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的

预期的波动遥 为保证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有效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解决袁一方面袁中国要扩大开放程度袁提高国内经

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遥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

济的贸易开放度袁使得各产业部门能够享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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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红利袁刺激产业发展袁带动产业扶贫袁进一
步消除贫困曰另一方面袁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内市
场袁强劲的国内需求能够有效弥补全球化退潮后
的消极外需袁是保障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持续发
展的根本遥 内需强劲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袁产
业发展是产业扶贫的基础袁未来稳定的产业扶贫
应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遥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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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Employment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CHEN Si-yu CHEN Bin-kai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reducing rural poverty in China,

which depends 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s the main method to realiz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globalization, how to implemen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ly and achieve poverty reduction
goal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typical fact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export trade shocks o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We collect data from reg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and China爷s rural poverty monitoring reports for empirical studies, with results that
export trade shock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gional poverty rates. Combined with 2010-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to examine the impact mechanism furth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ade shock
helps to add the family income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nhancing the network
effect of migra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ly alleviate poverty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increase
the degree of openness, make full use of the trade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develop the domestic market to cope with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global economy.

Key words: trade shock; rural poverty; migrant work; migrant network

渊责任编辑院文丰安冤

NATIONAL ECONOMY 国民经济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