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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地流转之间的理论前提，运用门槛模型对我国 29个
省市自治区 1988－2011年间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
地流转只对生活和医疗保障起到直接作用；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对农村社会保障的作用
显著，且具有差异性；当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由于多重现实因素，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逐渐丧
失，收入差距缩小，最终将促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说明了农地流转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由于农地流转的阶段性功能，要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当继续
确保农地的保障功能、丰富农地流转的参与方式并依托农地流转建立农户的长效增收机制。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社会保障

一、引言
一直以来，土地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根本，它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一种生存
的保障，农地保障也属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重
要内容。当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都依赖土地来满
足时，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保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平
上，土地就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代名词；当发生土
地流转，流入方农户将获得规模化、机械化经营
效益，流出方农户也将获得流转收入和务工收
入，无论对于哪一方收入都提高了，土地收益导
致的收入变化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供求平衡：
即在土地流转后，农民的支付能力增强，降低了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同时农户们面临的风险性
也增加，如经营风险、失业风险等，对于生存、就
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需求就增加了。反过
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主要表现就是农民

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因此，不应当将农地流转与
农村社会保障看作是简单因果关系，而应将其看
作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必须考虑这一事实［1－4］，但是不同程度
和规模的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影响肯定
是有所差异的，那么到底什么程度或者规模的农
地流转才会与社会保障之间产生最佳的互促效
应呢？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借鉴
hansen于 1999年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
29个省市自治区的农地流转与社会保障情况进
行分析，以寻求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最佳
阀值，为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互动提供理
论依据和现实解释。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在我国，政府出于社会稳定与公平的目的，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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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多数的社会保障供给任务，但是，有众多
的因素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较为一
致的观点仍然是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
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要与一个
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5］，转移性
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漏洞是制约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因素［6］，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作用大［7－9］，社会保
障支出的占比与我国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10］。此外，非经济因素，如公共品供
给水平、就业水平、家庭结构变化、家庭年纯收
入、农村经济基础、农村社会基础、社会文化和心
理、人口发展、政治、社会秩序与公平、对村委会
的信任度等都是影响社会保障的因素［11－15］。

近年来，学者们也热衷于研究农地的社会保
障功能，高帆提出土地一直是我国农民的一种
“隐性”的非正式的保障资源［16］；钟涨宝认为土
地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土地的社会保障
功能逐渐由单一的生存保障转变为生存保障功
能和发展保障功能［17］；王克强认为农民的基本
保障需求由土地承担，农地的社会保障效用已占
农村土地总效用的 51．32％，且通过调查发现农村
土地对农民除了具有直接的经济收益功效外，还
具有就业保障功效、生活保障功效等［18－19］；王瑜
等从土地的经济性质和我国的历史现实分析，认
为农村土地具备包括生存保障、就业保障、养老
保障等社会保障功能［20］；而徐美银还从区域发
展的角度分析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差异性，认为发
达地区农民偏好于土地的财产功能，以社会保
障、商业保障为主，而欠发达地区农民偏好于土
地的生产功能、保障功能，以家庭保障为主［21］。

关于农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土
地流转的前提与基础［22－24］，保障水平较高，土地
流转意愿较强，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流转意愿较
弱［21］；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土地流转能够充分地
发挥土地的资本功能，且要以土地资本功能观为
导向，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重新进行设计［25－26］；
还有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地流转市场发
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愿意选择社会养老

保障方式的概率就增加 38．2％［27］，闫小欢等运用
tobit 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的关
系，认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依赖于土地的
农户更愿意转入土地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农村
土地流转面临着很大的制约和困难，最主要的就
是农村土地的社保功能难以和土地的生产功能
相剥离［28］。由此可见，农村社会保障与农地流转
密切相关。
（二）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可以被视之为公共物品或者准公

共物品。一直以来，城乡二元性的经济结构导致
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结构失衡，农村社会保障供
给不足，农村土地进而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
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土地收入占农民总收入
的比重就越小，土地的保障功能降低，农民的社
会保障需求旺盛，促使社会保障供给增加；相反
的，经济越落后，土地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就越
大，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就越强，社会保障的
需求和供给都减弱，由此，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
社会保障的完善成正比。据此，可以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

（1）
其中，S表示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f表示政

府的财力，t表示传统保障形式的保障能力，如土
地保障能力，o表示其他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供给
的因素；D表示农村社会保障需求，y表示农民的
收入水平，r表示农民面临的各种风险，k表示其
他影响因素，如土地流转情况，非农就业机会等
等。当土地流转后，土地规模收益、流转收入和转
移农户的务工收入导致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变
化，一方面土地对于农地流入方的保障功能提
高，但另一方面，流出方的土地依赖程度降低，对
其他社会保障品的需求增加。如图 1所示，农户
流出土地后社会保障需求曲线由 D 移动到了
D’，农村社会保障的需求人数增加 PP’，但社会保
障的供给仅为 OB，存在 BB’的社会保障品供给缺
口；随着收入水平地增加，经济水平提高，社会保
障的供给也逐渐的增加，由 S移动到 S’，实际的
社会保障品供给增加为 BB”，社会保障需求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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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至 PP”，农村社保障达到供求平衡（E点）。

图 1 农村社会保障的供求平衡

因此，根据上述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我
们得到以下的研究假说：
假说 1：农地流转程度对农村社会保障具有

直接的促进效应。由于农地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
重要作用，农地流转一方面影响农地社会保障的
需求，同时也影响着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
假说 2：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影响效

用受制于农地流转所引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是消除城乡社会
保障二元性的关键所在。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以下理论模型：

（2）
其中，SS表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本文分别

用基本生活保障 SS1、就业保障 SS2、养老保障 SS3

以及医疗保障 SS4来表示；land表示传统保障形
式的保障能力，即土地保障，既影响农村社会保
障的供给也影响需求，eco表示经济因素，fina表
示政府的财力支持，rsik表示农民面临的各种风
险，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其他因素，others包括农
村人口因素、农村家庭年龄结构、农村家庭规模、
农村文化发展水平、农村生活水平等。

当农地流转规模较小时，对农业生产、农村
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不大，只有当土地流转达到一
定的量时，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才
可能发生变化，土地的保障地位也会随之改变，
因此，只有当农户经营的农地面积达到一个既定
的门槛值时，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才会发生总量和
结构上的突变：土地保障功能集中于部分农户；

流出土地的农户以及放弃农地的农户则会滋生
对其他社会保障品的需求，这个门槛值就成为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因此，在农地流转
的早期，规模效应难以发挥且农民就业难以保
障，农地流转就可能导致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程
度更加严重，农户在门槛值下处于一种尴尬的境
地，即无法享受传统的土地保障也无法享受新型
的社会保障。因此，式（2）可以转换为式（3）的形
式。其中，land为门槛变量，eco为核心变量，r为
带估计的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i和 t分别表示
地区和年份。

（3）
（二）变量说明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流转经历了明令禁止

阶段（1978－1986 年）、解禁阶段（1988－2002 年）
和合法化阶段（2003年至今），因此文章分析的时
间跨度为解禁阶段至今，即 1988年－2011年；而
空间范围则为 29个省、市、自治区，把重庆的数
据并入了四川，西藏、香港、澳门三地由于数据的
难以获得以及地区发展的特殊性也剔除了。所有
数据均来自《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
国农业 60年统计资料》以及 2009－2012年的《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
统计年鉴》。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所示，
各变量通过 LLC检验也都是平稳序列。进一步研
究发现，各解释变量之间都成弱相关性，相关系
数都在 0．6以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式（3）中的四个模型进行门槛面板估

计，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门槛效应。
首先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由表 2容易发现，单一
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显著，因此，根据三
种门槛检验对应的原假设，本文选择三重门槛模
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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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地流转的直接效应分析
从估计结果看（见表 3），农地流转变量对生

活、医疗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显著，分别为
0．0031和 0．0393，这说明农地对农民的生活和医
疗起到了直接的支撑效应，农户可以通过耕种农
地或者出租农地获得收入、租金以维持基本生活
需求，同时也会预留一部分收入作为医疗支出。
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是“养儿防老”，农地流转
的养老保障功能是间接性的；而随着农地流转的
深入，农地的就业保障也在逐渐地消减，因此，农
地流转对就业和养老的保障效应不明显。
（二）农地流转门槛效应分析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农地流转后经营

面积超过门槛值 3．6190（3．6190－5．5583）时，城乡
收入比对生活保障的正向作用提高了 2．20倍，当
超过 5．5853（5．5583－10．4958）时，城乡居民收入
比对农户生活保障影响的正向作用又提高了
1．58倍，当超过第三个门槛值 10．4958时，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对生活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开始呈

现下降的趋势，这样的估计结果说明了城乡收入
差距对农民生活保障的影响与农地流转的关系
密切，呈倒“U”形趋势。农地流转较少的地区，城
乡收入差距大，农民的生活保障要求仅在一个较
低的水平，主要就是土地保障；随着农地流转规
模的扩大，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户务工都促进
了农民收入增加，收入差距缩小，农户生活保障
增强了；当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的范围内，城乡
发展的二元性逐渐地消失，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也
会逐渐的实现一体化，因而农地流转影响的收入
差距对生活保障的影响逐渐减小。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农地流转之后，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增
多，农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小；而农地流转中
由于我国农地产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农户有
可能丧失农地产权，失去土地保障，因此，农地流
转影响下的城乡收入对农民就业、养老保障的影
响方向是相同的，呈“U”形发展趋势。当农地流转
在一定量以下，农地的就业保障最高（＜3．1906），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质与单整性

表 2 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注：所有数据位保留三位小数后的值，没有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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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重门槛模型的稳健性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 P值，保留了两位小数。

养老保障也最强（＜1．9754），原因在于小规模的农
地流转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农民的农地权利不易
丧失，农民随时可以选择在土地上就业，农业的
劳动吸纳弹性大，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也不会变
化。当农地流转超过这个值，在 3．1906－13．7640
以及 1．9754－8．7780区间内时，农地流转的就业
保障和养老保障都降低了超过一半的幅度并且
逐渐消失；这个范围内农地流转频繁，且劳动力
市场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农村劳动力外流冲击劳动力供需市场，失业率提
高，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逐渐丧失的同时，社会
养老保障又没有完善，因此，这个时期是城乡收
入差距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最为明显
的时期。但随着农地流转的深化，当超过
13．7640，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以及经济的发展重
新创造了就业岗位，就业保障重新提高到
0．4746，而此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社会保障
体系逐渐完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到农村。因此，
农地流转后如果农村劳动力盲目的外流不仅会
导致农业劳动力缺失、冲击城镇劳动力市场，加
大农业市场和城镇建设的风险，还会影响经济稳
定与发展，因而必须保证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
转；而要想促进农地有效流转，消除农田细碎化，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完善我国的养老保
障，使农民的老有所养并不仅仅依赖农地。

我国农地流转对医疗保障存在非线性的“门
槛效应”，只有农地流转门槛值在 7．5958－10．4958

的区间内时，边际影响系数才显著为－0．2962。此
时的农地流转虽然使得收入有所增加，城乡收入
差距在缩小，但是农户的医疗需求并没得到保
障：农地流转后农民进城务工，常年在城市生活，
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和市民相同的医疗服务；同
时，由于大量的农民外流，之前生意红火的乡村
卫生所的业务受到影响，很多停业了，因此，农民
在城市没有条件享受到优惠的医疗服务，回到农
村也没有足够的医疗供给。所以，由于医疗的公
共产品特性，要提高农村的医疗保障水平，应当
依赖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政策引导与倾斜，加
大对农民医疗保障的关注与投入，尽快消除医疗
保障的城乡二元性。
（三）相关控制变量分析
在引入的八个控制变量中：（1）政府支持和

农村生活改善程度都只对养老保障起到负效应，
边际影响系数为－0．0103和－0．0083，在既定的预
期收入水平下，改善生活质量必定降低未来的养
老保障；但为什么政府支出也会呈现负效应呢？
理论上，政府支农投入增加会改善农民的生活、
生产状况，但是暗含着一个假设就是政府的支持
程度和人均可得的份额在一个相匹配的水平，虽
然政府投入在增加，但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政府
投入和九亿多农户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
结果仍然呈现轻微的负效应。（2）风险因素对就
业、养老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显著，分别为
0．0042和－0．0020，当经营农田的风险因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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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机会成本增加，部分人放弃农业进城务工
或自主创业，就促进了就业率；同时，风险因素导
致了农民收入的不稳定，养老风险性也提高。（3）
就业机会对生活、就业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显
著，分别为－0．0002和 0．0018，就业机会增加一个
单位，就业保障就提高 0．0018个单位，但农民的
生存保障反而降低了－0．0002个单位，随着就业
机会的增加，农户接触外界的机会增加，消费需
求增加，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加。（4）农村人口数对
就业、医疗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显著，分别为－
0．0160 和 0．0122，人口基数越大，需就业的人数
越多，竞争越激烈，就业保障也就越小；而人口增
加，医疗设备与医务人员的相对数也在上升，从
总量上医疗保障水平提高。（5）用农村每一劳动
力负担比表征的年龄结构对生活、养老以及就业
保障的边际影响系数显著，分别为 00022、0．0043
和－0．0379，负担比越大，老人和小孩占比越多，老
人、小孩的消费需求少，小孩越多未来的养老也
更有保障，因此呈正向作用；而负担比越大，就业
压力越大，就业保障越小，呈负向作用。（6）户均
人数对生活、医疗保障为负效应，对就业和养老
为正效应，但对养老的正效应不显著，分别为－
0．0256、－0．1386和 0．1540。户均人数越多，生活消
费越大，医疗需求更多，生活和医疗压力增大，因
而呈负效应；对就业而言，户均人数越多，就业压
力相反较小，若全为独户，则所有人均需就业才
能生存，因此每户人数越多，就业弹性越大，社会
就业保障也就越大。（7）文化水平只对生活保障
的边际影响系数显著，为 0．0049，文化水平提高
往往也伴随着农户市场经营能力的增强，生存能
力增强，生活保障提高，而对于就业、养老及医疗
而言，不管文化水平如何变化都存在一个刚性需
求，因此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地流转与农村

社会保障之间的相关关系，当土地流转后，农民
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农民会有新的保障要
求，因此，农地流转是促使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
高的动力之一。通过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只对生
活和医疗保障起到了直接的积极效应，对就业、

养老的直接效应不明显；但是，农地流转通过影
响城乡收入对农村社会保障的作用显著，当跨越
一定的门槛值时，由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约束、流
转市场的不规范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等因素，
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逐渐丧失，但随着农地流转
的深化，收入差距缩小，最终将促进城乡社会保
障的一体化。因此，本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下的
社会保障缺失效应可以通过有效地农地流转来
解决，但是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继续确保农地的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功能严重
滞后，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
完善必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农地作为农
民最重要的资源、资产和资本，必须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继续发挥对农户的保障作用。在深化土地
保障功能的基础上，依赖农地流转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来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升，逐渐实现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农地流转中农地保障
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农地产权
必须明确化、清晰化和稳定化。二是要建立有序、
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三是要保障城乡土地、劳
动力等要素市场的衔接。四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
的均衡投入，加大对农地流转后农民的职业培训
以及融资支持。

2． 丰富农地流转参与农村社会保障的方式，
保证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
的根本在于资金严重不足。农地流转参与农村社
会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在利用土地的价值收益为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积累资金，目前，农地
流转参与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式有：农地租金参与
社会保障、农地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农民在获
得农地流转租金时会预留一部分作为生活、养老
以及医疗的支出；而农民通过让渡农地经营权也
可以获取社会保障，这两种模式都是农民的行为
选择。在农地流转不断深化的背景中，应当强化
农地流转后其他经济体以及政府对农村社会保
障的投入，一是可以借鉴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做
法，倡导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组织等拿出一部分
收益为农民缴纳养老保险、医保等。二是要地方
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也要让利于农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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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渠道。
3． 建立农户的长效增收机制，消除社会保障

的城乡二元性。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重要原因在
于城乡发展的二元性，二元性的消除体现在城乡
发展的协调与同步，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然
而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为农民增收创造渠
道，农地流转就是重要的途径。但是，当农地流转
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流入方难以进行适度规模
经营，不利于对农地、农业的投入，难以获得农业
的机械化、规模化效益。另一方面，规模化的农地
流转更稳定、更规范，有利于制定中长期的生产
计划，有利于专业化生产与分工，外出务工者也
可以签订长期有效的合同，农民的长效增收机制
才有可能。因此，农户的长效增收机制才是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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