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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

杨　 穗１ 高　 琴２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ꎬ北京ꎬ１００７３２ꎻ
２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中国社会政策中心ꎬ美国ꎬ１００２７)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２０１３ 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ꎬ分
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

响ꎮ 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ꎬ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ꎻ低保对缩小

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ꎬ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

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ꎻ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

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ꎬ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ꎬ相比非低保家庭ꎬ东部和中

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ꎬ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

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ꎮ 因此ꎬ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ꎬ加强低保政策

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ꎬ逐步实现城乡统筹ꎬ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

性ꎬ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ꎮ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ꎻ收入贫困ꎻ消费支出ꎻ城乡差距ꎻ地区差异

一、引言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ꎬ包括城市低保制度与农村低保制度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社

会救助事业上的重大制度创新ꎬ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作为一种直接的现金救助ꎬ低
保制度突破了传统社会救济资源分散、效率不高等缺陷ꎬ为城乡社会救助的统一奠定了基础ꎮ 城乡低保制度

的建立均经历了从局部试点到向全国普遍推广的过程ꎮ 城市低保制度于 １９９３ 年在上海开始试点ꎬ１９９９ 年

在全国普遍推广ꎮ 在启动城市低保的同时ꎬ农村低保制度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探索建立ꎬ但是发展缓慢ꎮ ２００３
年ꎬ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重大突破后ꎬ民政部开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ꎬ至 ２００７ 年ꎬ全国涉农

县全部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ꎮ ２０ 多年来ꎬ低保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ꎬ城市和农村低保在经历了快速扩张后ꎬ
已经步入了稳定发展阶段ꎮ 众多研究对城市和农村低保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

价ꎬ包括制度覆盖面、低保标准与补助水平、资格认定和瞄准、贫困救助效果、资金投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ꎮ
但是ꎬ目前中国城乡低保制度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ꎬ农村低保覆盖的人群多ꎬ而保障水平远远低于

城市ꎬ低保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ꎮ 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ꎬ完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ꎮ 为了兑现我国 ２０２０ 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承诺和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不愁吃、不愁穿ꎬ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扶贫目标ꎬ低保的兜底保障作用至关重要ꎮ

从收入的角度来说ꎬ城乡低保在社会救济体系中发挥了主要的减贫作用ꎮ 综合几项研究来看ꎬ基于不同

的调查数据和贫困标准ꎬ低保收入转移后ꎬ城市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大致介于 ０.５ ~ ２.０ 个百分点之

６１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城乡就业人员收入流动性比较研究”(１５ＡＪＹ００６)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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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１－６]ꎬ农村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大致介于 ０.１５~０.９５ 个百分点之间[７－８]ꎮ 低保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幅

度相对明显ꎬ在城市大约下降 ８~１１ 个百分点[９－１０]ꎬ在农村也超过了 ３ 个百分点[１１]ꎮ 此外ꎬ农村低保在中西

部和民族地区发挥的减贫作用更为显著[１２－１３]ꎮ 上述研究也表明ꎬ低保对缩小贫困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

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ꎬ但是低保的减贫效果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ꎮ
然而ꎬ家庭消费支出是衡量经济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指标ꎮ 低保家庭在获得直接现金救济的同时ꎬ也能获

得一些实物补贴ꎬ并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等方面得到一定的救助ꎮ 那么ꎬ低保如何影响家庭的消费支

出ꎬ相关研究仍然较少ꎮ 在城市低保方面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 ５
个城市(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的劳动力调查数据ꎬ都阳和 Ｐａｒｋ 的研究发现ꎬ获得低保的家庭在教

育和食品支出方面都有更高的比例ꎬ但没有提高健康支出[１４]ꎮ 利用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城镇住户数

据ꎬＧａｏ 等的研究均表明ꎬ城市低保家庭显著提高了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ꎬ但对食品、衣着、居住等方面

的支出没有显著影响[１５－１６]ꎮ 在农村低保方面ꎬ运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贫困人口统计数据ꎬ曹艳春发现ꎬ农村低

保有助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ꎬ但并没有细分消费支出的类型[１７]ꎮ 利用 ２０１０ 年贫困监测数据ꎬ梁
晓敏和汪三贵的研究发现ꎬ低保农户在获得低保补贴后ꎬ增加了人均食品、医疗及转移性支出[１８]ꎮ 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西部 ５ 省的数据ꎬＨａｎ 等发现ꎬ农村低保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健康支出ꎬ并减少了衣着、交通、烟酒、
礼金等支出ꎬ但对教育支出无显著影响[１９]ꎮ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数据ꎬ
解垩发现ꎬ低保对农户的食品消费、非食品消费及总消费均无显著影响[２０]ꎮ

可见ꎬ在低保对家庭消费和福祉改善的影响方面ꎬ已有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ꎬ而且也没有对已有文献差

异性作出系统分析和讨论的研究ꎮ
基于此ꎬ本文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低保对于缓解贫困和改善低收入群体福祉的影响ꎬ通过深入

分析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别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ꎬ为完善低保制度并充分发挥城乡救助体系兜底保障功能提

供政策建议ꎮ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ＣＨＩＰ)２０１３ 年的住户调

查数据ꎬ样本覆盖了从 １５ 个省 １２６ 个城市 ２３４ 个县区中抽选出的 １８９４８ 个住户ꎬ共计 ６４７７７ 人ꎬ包括 ７１７５ 户

城镇住户样本、１１０１３ 户农村住户样本和 ７６０ 户外来务工住户样本ꎮ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辽宁、江苏、山东和

广东 ５ 省份ꎬ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 ５ 省份ꎬ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

５ 省份ꎮ ＣＨＩＰ 样本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大样本中抽样得到ꎬ详细的收入支出信息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

调查数据ꎮ ＣＨＩＰ 数据包括家庭成员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等信息ꎬ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ꎮ
本文采用的是城镇住户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ꎬ由于新疆缺乏部分调查信息ꎬ以及一小部分样本缺乏详细的收

支信息ꎬ因此剔除与之相关的样本ꎮ 本文最终使用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样本量分别为 ６２６２ 户的 １９０２８ 人和

９９７３ 户的 ３７８６５ 人ꎮ
(二)变量说明

１.低保户

ＣＨＩＰ 数据的收支信息包括家庭获得的最低生活保障费ꎬ只要被调查住户家庭填报了低保收入ꎬ就定义

该户为低保户ꎮ ＣＨＩＰ 调查也询问了每个住户成员是否享有最低生活保障①ꎬ但并不是每个住户成员都能享

７１１
① ＣＨＩＰ 调查的住户成员是指在一个住宅内或与本住户分享生活开支或收入的所有人员ꎮ



受低保ꎮ 一方面是因为低保对象的认定受户籍条件限制[２１]ꎬ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对于低保对象的认定程序造

成的ꎮ 实际中ꎬ低保救助规模受地方财政的约束ꎬ一些地区低保对象的确定采取指标分配的办法ꎬ特别在经

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ꎬ基层为了避免农户的不满情绪ꎬ通过分户不分家的方式以部分家庭成员为单位来确

定低保对象ꎬ以此来扩大低保覆盖面[２２]ꎮ 本文假定有低保收入的家庭成员都享受到了低保待遇ꎮ
２.收入

２０１３ 年 ＣＨＩＰ 的收入指标为可支配收入①ꎬ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４
大项ꎬ其中低保收入属于转移净收入ꎮ 本文根据调查的总人口ꎬ即共同生活或分享收支的全部家庭成员ꎬ计
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低保收入ꎬ以及享受低保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低保收入)ꎮ

３.消费

ＣＨＩＰ 数据中的消费支出包括 ８ 大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ꎮ 根据研究需要ꎬ将消费支出细分为 １１ 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ꎮ 教育可进一步细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
中教育、中专职高教育、大专及以上教育、成人教育 ７ 项ꎻ医疗保健进一步分为医疗器具及药品、门诊医疗总

费用、住院医疗总费用 ３ 项ꎮ 根据调查的家庭总人口ꎬ计算得到各项支出的人均水平ꎮ 通过细分支出类别ꎬ
可以分析低保参与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ꎬ比如低保家庭是用低保收入来维持生活基本支出(例如ꎬ食品、
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ꎬ还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例如ꎬ教育和健康)ꎬ或是用来提高生活质量(例如ꎬ烟酒、
生活用品及服务和文化娱乐)ꎮ

(三)分析方法

为了评估低保政策对贫困和消费的影响ꎬ本文将比较低保政策干预前后相关指标的变化ꎮ 选择偏差是

观测性数据研究中识别项目参与影响的一个永恒挑战ꎮ 项目参与者可能与未参与者有系统性的差别ꎬ这会

导致对项目“真实影响”的估计出现偏差ꎮ
为了解决选择偏差问题ꎬ本文采取了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Ｒｕｂｉｎ 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ＳＭ)来识别与低

保参与者有类似可观测特征的可比的未参与者[２３]ꎬ通过比较低保参与者及和他们“匹配”的未参与者的收

入和消费支出来估计低保对贫困和消费的影响ꎮ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政策评估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ꎮ 传

统的 ＰＳＭ 方法使用可观测的协变量来估计接受处理概率(即倾向得分)ꎬ然后通过使用各种匹配方法(如最

近相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等)为处理组的成员在控制组中识别出一个或多个最接近倾向得分的

“匹配”成员ꎮ 在“使用的预测协变量是唯一的混淆变量”的假设下ꎬ可以认为具有相近倾向得分的人是被随

机地分配到试验中的处理组或控制组[２４－２６]ꎮ
本文分三步实施该方法ꎮ 第一步是使用可观测特征变量来预测个体参与低保的概率(即倾向得分)ꎬ并

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估计:
　 　 　 　 Ｐｒ(Ｄｉｂａｏｉ ＝ １ ｜∑ｘｉꎬφ) (１)
其中ꎬ∑ｘｉ是所有可能影响低保获取的可观测到的协变量ꎬ包括家庭收入特征、人口结构特征、户主特征

和居住条件等ꎮ 家庭收入特征包括 ２０１３ 年享受低保前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２０１２ 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以千元为单位)ꎮ 由于低保实行动态管理ꎬ对于一部分收入来源不固定、但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

低保家庭来说ꎬ原则上城市按月、农村按季复核ꎬ低保金也是按月或按季发放ꎬ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低保家庭都

能在全年享受低保待遇ꎮ 而调查数据通常以年为单位ꎬ单一年份的收入ꎬ特别是当年的收入可能不能有效预

测低保获得概率ꎬ因此本文还控制了前一期的家庭收入ꎮ 人口结构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就业人数、６０ 岁及

８１１
① ２０１３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城乡一体化的住户收支调查ꎬ采用的是可支配收入指标ꎮ



以上的老人数、在校学生数、不健康或残疾的人口数ꎮ 户主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是否是党

员ꎮ 家庭居住条件包括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住房材料为竹草或土坯(相对于钢混、砖混、砖瓦砖木材料)、饮
水是否安全便利、是否有独用的卫生厕所ꎬ以及主要炊用能源为柴草或煤炭(相对于液化气、管道煤气、天然

气等清洁能源)ꎮ φ 是各个省份的固定效应ꎬ用来控制低保政策和其他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在省份间的异质

性ꎮ 由于低保标准、资金筹集、资格认定和审核管理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ꎬ在预测模型中使用省份固定效

应可以控制住未观测到的决定低保参与的地区背景因素ꎮ
第二步根据估计得到的倾向分值对样本进行匹配ꎮ 本文采用常见的规值半径匹配方法( ｃａｌｉｐ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ｕ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ꎬ即选取与给定低保户的倾向分值之差处于一个“可接受的最大限度内”(本文取值为 ０.０１)
的所有非低保户ꎬ将其与给定低保户进行配对①ꎮ 由于非参数匹配方法唯有在共同支持(ｃｏｍｍ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领
域才是有效的[２７]ꎬ因此本文进一步保留那些满足共同支持条件的样本ꎬ以确保倾向得分在处理组和控制组

中有足够多的重合区域ꎮ 匹配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构建符合平衡性要求的样本[２８]ꎬ平衡性检验要求这些协变

量的分布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ꎬ采用两类检验形式:一类是单变量的 Ｔ 检验ꎬ另一类是

联合分布检验ꎮ
第三步是估计低保对贫困和消费的影响ꎮ 在估计低保参与减贫效应时ꎬ通过比较处理组(匹配后的低

保户)和控制组(匹配后的非低保户)的 ＦＧＴ 贫困指数来分析低保的减贫效果[２９]ꎮ

　 　 　 　 ＦＧＴ(α)＝ １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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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Ｎ 为总人口ꎬＰＬ 和 ｙｉ分别代表贫困线和个体 ｉ 的收入ꎮ ＦＧＴ(０)为贫困人头指数ꎬ即贫困发生率ꎮ
ＦＧＴ(１)为贫困距指数ꎬ指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即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总和ꎬ在贫困发生率一定的情

况下ꎬＦＧＴ(１)越大ꎬ说明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偏离贫困线越远ꎬ也就是贫困程度越深ꎮ ＦＧＴ(２) 为加权

贫困距指数ꎬ即贫困距指数的平方ꎬ它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更加敏感ꎮ 这三个指数分别衡量了贫困人口的

广度、深度和强度ꎮ
本文通过估计项目参与者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来分析低保对消费的影响ꎮ 为了减

少估计偏差ꎬ得到更一致的平均处理效应ꎬ回归调整逐渐受到重视[３０]ꎮ 在模型中加入协变量ꎬ经过回归调整

后的差值可以减小结果的不确定性并提高发现显著的处理效应的机会[３１]ꎮ 当协变量充分平衡时ꎬ回归调整

后的差值有助于消除匹配后的住户之间尚存的差值ꎬ并将标准误调整到接近随机实验的水平[３２]ꎮ 因此ꎬ如
方程(３)所示ꎬ通过控制家庭的相关特征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ꎬ在匹配后满足共同支持条件的样本中进行最

小二乘(ＯＬＳ)回归来估计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ꎬ并采用匹配过程中产生的权重:
　 　 　 　 Ｅ ｉ ＝β０＋β１Ｄｉｂａｏ ｉ＋β２Ｘ ｉ＋φ＋ξ (３)

其中Ｅ ｉ代表个体 ｉ 的结果变量(即家庭人均支出)ꎻＤｉｂａｏ ｉ代表是否参与低保的二元变量ꎻＸ ｉ是家庭特征

变量ꎬ和方程(１)中∑ｘｉ相同ꎻφ 代表省份固定效应ꎻ而 ξ 是一个随机误差项ꎮ 本文使用 Ｈｕｂｅｒ－Ｗｈｉｔｅ 稳健估

计量对 ＯＬＳ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行调整ꎮ
应当注意的是ꎬ成功的倾向得分匹配要求所有与处理状态和结果变量相关的混淆变量都已经被观测到ꎬ

并且将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归因于项目的影响[３３－３４]ꎮ 正如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和 Ｄｉａｓ 所指出的ꎬ匹配方法的目

标是包括足够多的可观测因素ꎬ并使这些因素有相同值的个体对政策的反应没有系统性的差异[３５]ꎮ 如果有

任何重要的协变量被遗漏ꎬ不同组的成员就会被错误匹配ꎬ处理效应的估计会因此出现偏差ꎮ 本文在分析时

９１１

① 在实证部分ꎬ本文也同时采用了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样条匹配等方法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ꎬ不同匹配

方法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ꎮ



使用了很多存在于 ＣＨＩＰ ２０１３ 年数据中的在相关文献中曾被用作低保参与预测的特征变量ꎬ还控制了省份

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省份间不可观测的背景因素对低保参与和家庭消费支出可能产生的影响ꎮ 后文的平衡

性检验结果也表明ꎬ协变量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中具有较为一致的分布ꎮ 尽管本文已经作出了努力ꎬ
但是某些无法观测的因素仍可能使我们的估计出现偏差①ꎮ

三、低保的覆盖及瞄准

(一)低保的覆盖率和瞄准效率

表 １ 描述了城乡低保的覆盖及瞄准情况ꎮ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ꎬ２０１３ 年城镇低保的覆盖率为 ４.１％ꎬ东
部地区只有 １.６％ꎬ中部为 ５.４％ꎬ西部为 ６.４％ꎻ农村低保的覆盖率为 ６.３％ꎬ东部为 ２.５％ꎬ中部为 ６.２％ꎬ西部

高达 １１.１％ꎮ 城市和农村低保的覆盖率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ꎬ低保覆盖率较

低ꎬ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ꎬ低保覆盖率更高ꎮ 由于低保实行属地管理ꎬ各地的低保标准不同ꎬ低保

规模取决于地方财政能力和实际贫困人口ꎬ因此低保覆盖率只是反映了当地低保的实际救助率ꎮ
此外ꎬ各地区的低保瞄准效率也存在差异ꎬ按照低保的政策目标和对象认定标准ꎬ低保制度应该惠及最

贫困的人口ꎮ 通常一项社会救助项目的获取者来自低收入组的比例越高ꎬ表明该项目救助的瞄准效率越

高[３６]ꎮ 从城镇低保领取者的分布来看ꎬ６９.２％的领取者处于收入最低 ２０％的家庭ꎬ１５.６％的领取者处于收入

２０％~４０％的家庭ꎬ处于中等收入户的占 １１.７％ꎬ有很低比例的低保领取者属于次高和最高收入户ꎮ 城镇低

保瞄准的地区差异也非常显著ꎬ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瞄准效果好于中部地区ꎬ中部地区的低保领取者中ꎬ属于

最低收入组的有 ５３.３％ꎬ属于次高收入组的有 １１.８％ꎮ 王美艳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

出ꎬ８４％的城市低保领取者属于最低收入户ꎬ中等及以上收入户领取低保的比例不超过 ５％[３７]ꎮ

表 １　 低保的覆盖及瞄准 单位:％

覆盖率
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五等分组的低保参与者分布

最低 次低 中等 次高 最高
漏保率 误保率

城镇 ４.１ ６９.２ １５.６ １１.７ ２.４ １.２ ６５.１ ８４.５
　 东部 １.６ ７０.４ １５.２ ８.８ ４.０ １.６ ７８.８ ８０.０
　 中部 ５.４ ５３.３ ２２.１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８ ６４.０ ８６.３
　 西部 ６.４ ７７.７ １０.８ ８.４ ２.４ ０.７ ５４.１ ８４.２
农村 ６.３ ３３.７ ２７.１ １９.７ １４.０ ５.４ ８５.１ ８７.１

　 东部 ２.５ ４５.８ ３０.８ １１.４ １１.４ ０.７ ９３.６ ８３.４
　 中部 ６.２ ３０.１ ２４.１ １８.２ １７.７ １０.１ ８８.２ ９０.９
　 西部 １１.１ ２６.４ ２４.６ １８.２ ２０.４ １０.４ ７５.１ ８５.６

　 　 也有研究通过计算政策评估中的两种瞄准误差[３８－３９]ꎬ即漏保率和误保率来评价低保的瞄准行为ꎮ 漏保

率是应保人口中未享受低保的比例ꎬ误保率是低保人口中不应该享受低保的比例ꎮ 表 １ 显示ꎬ城镇低保的漏

保率为 ６５.１％ꎬ东部地区高达 ７８.８％ꎬ中部为 ６４％ꎬ西部为 ５４.１％ꎻ城镇低保的误保率为 ８４.５％ꎬ东中西部均超

过了 ８０％ꎮ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比较接近ꎬ根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不同的调查数据ꎬ城市低保的漏保率大概介

于 ４２％~７７％ꎬ误保率介于 ４０％~７６％[４０－４４]ꎮ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无条件现金转移(ＵＣＴ)的救助项目ꎬ中国城

市低保的瞄准效果是比较好的[４５]ꎮ

０２１

① 断点回归作为另一种估计干预项目因果效应的方法ꎬ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ꎮ 但是低保覆盖的样本较小ꎬ且存在较高

的漏出率和误保率ꎬ将住户收入作为资格分割点的断点回归方法用于估计低保参与对消费支出的影响ꎬ可能是不合适的ꎮ 越

来越多的研究将倾向匹配方法和双重差分方法相结合来消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ꎬ从而降低估计偏差ꎬ但是受限于一期的截

面数据ꎬ本文无法采用该方法ꎮ



但是ꎬ农村低保的瞄准效果显然不如城市低保ꎮ 在农村低保户中ꎬ３３.７％的领取者属于最低收入户ꎬ
２７ １％属于次低收入户ꎬ分别有 １４％和 ５.４％的农村低保领取者属于次高和最高收入户ꎬ也就是说ꎬ有相当一

部分高收入人群享受了低保福利ꎮ 地区差异也非常明显ꎬ整体上东部地区最好ꎬ中部次之ꎬ西部最差ꎮ 农村

低保的漏保率和误保率分别是 ８５.１％和 ８７.１％ꎬ东部地区的漏保率和误保率分别为 ９３.６％和 ８３.４％ꎬ中部地

区分别为 ８８.２％和 ９０.９％ꎬ西部分别为 ７５.１％和 ８５.６％ꎮ Ｇｏｌａｎ 等利用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农村数据展开研

究ꎬ发现中国农村低保的漏保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４％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９％ꎬ误保率则从 ９４％下降到 ８６％[４６]ꎮ

其他研究表明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ꎬ农村低保的漏保率和误保率均超过了 ７０％[４７－４９]ꎮ 总体上农村地区的漏保率

和误保率都要高于城镇ꎮ
事实上ꎬ低保对象的认定并不容易ꎮ 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ꎬ

而家庭收入和财产在实际资格认定和审查中很难被核查清楚ꎮ 本文仅根据收入是否低于地方低保标准来界

定应保人口进而计算漏保率和误保率是否被高估ꎮ 此外ꎬ调查数据中的收入和低保参与通常以“年”为统计

口径ꎬ而实际中低保实行动态管理ꎬ有一部分低保对象按月或按季节复核调整ꎬ这也会导致根据调查数据计

算得到的误保率和漏保率被高估[５０]ꎮ 朱梦冰和李实的研究也表明ꎬ虽然农村低保的瞄准率在多维贫困标准

下有所提高ꎬ但是仍有超过一半的多维贫困人群ꎬ应该却没有得到低保救助[５１]ꎮ 除了低保资格认定困难外ꎬ

财政能力约束引起的供需矛盾、低效的动态管理和低保获取的机会成本等因素ꎬ都会导致漏保和误保的发

生ꎮ 例如ꎬ低保标准受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ꎬ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保障资金的不足导致无法满足全部申请

者ꎬ在指标受限的情况下ꎬ基层人员在低保资格认定上存在较大的主观判断空间ꎬ而且核查监督环节薄

弱[５２－５４]ꎻ此外ꎬ低保的“含金量”较高ꎬ低保人员可以同时享受到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等一系列救助ꎬ容易

造成“福利依赖” [５５－５６]ꎮ

(二)低保获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实施倾向得分匹配方法ꎬ本文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在估计倾向得分值的同时ꎬ分析低保参与的影响因

素ꎮ 从表 ２ 的回归结果来看ꎬ大部分变量对低保参与具有显著的影响ꎬ且整体上模型的拟合度也较好ꎮ
从影响因素来看ꎬ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ꎬ家庭收入越高ꎬ低保获取的概率越低ꎮ 相关研究也表明ꎬ家庭收

入与低保获取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ꎬ一些从事个体或私营经营的家庭在调查期内可能收入较低ꎬ但不能享受

低保救助[５７]ꎬ这可能是因为低保参与存在自我选择的行为[５８]ꎮ 本文没有控制收入高阶项ꎬ但是控制了家庭

的上一期收入ꎮ
由于收入难以核查清楚ꎬ在识别低保对象的实际操作中ꎬ一些非收入指标更普遍地用于低保瞄准ꎬ如家

庭人口特征和居住条件ꎮ 从表 ２ 的结果来看ꎬ家庭人口数对农村低保的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而城镇只

有在中部地区显著ꎮ 就业人数越多ꎬ参与低保的可能性越小ꎮ 家庭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人数量越多ꎬ参与城镇

低保的概率越低ꎬ但是农村低保的获取概率得到提升ꎬ这与城乡养老制度的差别有关ꎮ 城镇老年群体中有相

当一部分可以享受退休金待遇ꎬ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晚ꎬ２００９ 年开始试点ꎬ２０１４ 年政府将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ꎬ但是农村居民

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仍然较低ꎮ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和 Ｄｅｎｇ 的研究也发现ꎬ有养老金的家庭成员越多ꎬ参与低保

的概率越小ꎬ但是没有养老金的老年成员越多ꎬ则参与低保的概率越大[５９]ꎮ

不健康或残疾人数越多ꎬ家庭获得低保的概率越大ꎮ 已有研究也一致表明ꎬ若家庭成员患病ꎬ贫困的可

能性较高ꎬ更容易获得低保救助[６０－６１]ꎮ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ꎬ除了患病ꎬ孩子上学带来的教育费用也增加了家

庭负担ꎬ提高了低保参与的概率ꎬ特别是在农村地区[６２－６３]ꎮ 根据表 ２ 的分析结果ꎬ在校生数量的负向影响ꎬ

主要是在西部城镇和农村地区显著ꎮ
１２１



表 ２　 获得低保的 Ｐｒｏｂｉｔ 分析

城镇 农村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１３ 年低保前家庭人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３∗∗∗

　 均收入(千元)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家庭人均收入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
　 (千元)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就业人数 －０.０７４∗∗∗ －０.３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６０ 岁及以上老人数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不健康或残疾人数 ０.３３３∗∗∗ ０.７３０∗∗∗ ０.３０９∗∗∗ ０.１７６∗∗∗ ０.３５６∗∗∗ ０.６２１∗∗∗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在校生数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男性 －０.０６７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３∗ －０.２９１∗∗∗ －０.２８５∗∗∗ －０.２５３∗∗∗ －０.３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初中 －０.２８１∗∗∗ ０.０１５ －０.４０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８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２)
高中中专 －０.３８６∗∗∗ －０.０７８ －０.５６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５∗∗∗ －０.２８４∗∗ －０.１５４∗∗ －０.３５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４)
大学专科 －０.３７１∗∗∗ ０.１６３ －０.５９３∗∗∗ －０.４５４∗∗ －０.６３９∗∗ －０.２９５

(０.０９４)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２) (０.２６２) (０.２９９)
大学本科及以上 －０.６１９∗∗∗ ０.３５４ ０.３４０ １.３５３∗∗∗

(０.１４２) (０.２３９) (０.３３９) (０.５００)
党员 －０.１１５∗ ０.２９９∗∗ －０.３２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９∗ －０.３０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竹草或土坯房 ０.２９４ ０.７４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６ ０.２９４∗∗∗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５) (０.２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２３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１)
饮水不安全或不方便 ０.０９２ ０.５６８∗∗∗ ０.１６４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４)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无独用的卫生厕所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９)
炊用能源为柴草或煤炭 ０.１０７∗ －０.３４４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４) (０.２２８)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０.４１９∗∗ －０.３７４ －０.４６４∗ －０.０３２ －１.２８９∗∗∗ －１.００３∗∗∗ －１.３７３∗∗∗ －０.４３１∗∗∗

(０.２０１) (０.４６９) (０.２７０) (０.３２５) (０.１４８) (０.２７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６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６４ ０.３５５ ０.１９１ ０.３０３ ０.１７９ ０.２４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２５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３６８ －４１２.５ －１１０２ －７０６.１ －７２４９ －１０８４ －２９１９ －３１０６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ꎻ∗∗∗表示 ｐ<０.０１ꎬ∗∗表示 ｐ<０.０５ꎬ∗表示 ｐ<０.１ꎮ

整体上ꎬ男性户主的家庭获得低保的概率较低ꎬ特别是在农村ꎮ 户主年龄越大ꎬ获得低保的概率越高ꎮ
户主的教育水平越高ꎬ获得低保的概率越低ꎮ 户主党员身份的影响在城乡和三大地区之间并不一致ꎮ 在东

部城镇和中部农村户主的党员身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在中部城镇和东部农村则是呈现负向显著影响ꎮ 都

阳和 Ｐａｒｋ、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和 Ｄｅｎｇ 的研究结果中ꎬ党员的影响也是负的[６４－６５]ꎮ
２２１



从家庭居住条件来看ꎬ人均住房面积越大ꎬ参与低保的可能性越小ꎮ 在西部城镇和农村地区ꎬ住房结构

不安全(竹草或土坯房)的家庭获得低保的概率更高ꎮ 饮水和厕所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ꎮ 在中部城镇地区ꎬ
主要炊用能源为柴草或煤炭的家庭获得低保的可能性更大ꎬ但在西部地区则相反ꎮ 整体上ꎬ居住条件越差的

家庭ꎬ参与低保的可能性越高ꎬ这与相关研究均一致[６６－６８]ꎮ
本文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ꎬ在控制住户特征后ꎬ对获得低保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地区差异ꎮ 主要原因是

低保实行属地管理ꎬ地方政府制定的低保标准受到地方财政能力的约束ꎬ发达地区的低保标准更高ꎬ因此具

有相似特征的贫困家庭ꎬ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容易获得低保救助[６９－７０]ꎮ
(三)倾向得分匹配的变量平衡性检验

在得到个体获得低保的预测概率后ꎬ需要检验这些协变量和倾向得分在处理组(低保户)和控制组(非
低保户)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ꎬ即平衡性检验ꎮ 表 ３ 的 ｔ 值检验显示ꎬ无论是城镇样本还是农村样本ꎬ匹配

前的协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ꎬ匹配后所有协变量在两者之间的偏差程度都明显降低了ꎮ
在城镇样本中ꎬ只有收入变量及家庭不健康或残疾人口数仍然存在差异ꎻ在农村样本中ꎬ所有协变量的 ｐ 值

都较大ꎬ这表明整体上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协变量分布是一致的ꎮ 同时根据联合检验的 ｐ 值ꎬ倾向得分

的联合分布在两个组中也是相同的ꎮ 也就是说ꎬ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统计上具有一致的分布ꎮ
本文进一步剔除了那些不满足共同支持假定的观测值ꎬ最后得到城镇样本量为 ６１９６ 户ꎬ处理组和控制

组分别为 ２２１ 户和 ５９７５ 户ꎬ农村样本量为 ９８３２ 户ꎬ处理组和控制组分别为 ６８２ 户和 ９１５０ 户ꎮ

四、低保的反贫困效果

(一)关于贫困线的讨论

贫困线是度量贫困的基础ꎬ本文采用多条贫困线来估计低保的减贫效果ꎬ包括绝对贫困线、低保线、国际

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ꎮ 希望通过不同贫困线的衡量ꎬ更全面地反映贫困状况和低保的减贫效果ꎮ
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和其他广泛认可的标准ꎬ绝对贫困线只适用于农村样本ꎬ２０１１ 年中

国政府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００ 元(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全国农村扶贫标准ꎬ２０１３ 年根据物价调整后的

官方贫困线为 ２７３６ 元ꎮ
低保线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和消费情况及地方财力制定①ꎮ 通过低保线衡量的

贫困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贫困水平ꎬ更多地是反映了当地的低保救助水平ꎬ但是用低保线来衡量贫困的好处

是可以把贫困度量和低保政策结合起来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ꎮ ２０１３ 年城市和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分别是

４４７６ 元和 ２４３４ 元ꎮ
目前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有两条ꎬ分别是“１ 天 １.９ 美元”和“１ 天 ３.１ 美元”ꎮ 由于中国农村扶贫

标准已经超过了“１ 天 １.９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ꎬ本文采用“１ 天 ３.１ 美元”的贫困线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

算方法ꎬ２０１３ 年我国城市和农村的标准分别为 ４８６８ 元和 ３６８８ 元②ꎮ
相对贫困线是发达国家在度量贫困时经常使用的指标ꎬ普遍使用的标准是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ꎮ ２０１３ 年

我国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分别是 ２４１３７.５ 元和 ８４２７.７ 元ꎬ因此城市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线分

别为 １２０６９ 元和 ４２１４ 元③ꎮ 可见ꎬ相对贫困标准高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标准和国家贫困标准ꎬ特别在城市

地区ꎮ 而相对贫困线的采用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低保在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方面带来的缓贫效果ꎮ

３２１

①

②

③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ꎬ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

需的费用确定和公布ꎬ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ꎮ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２０１６»显示ꎬ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１ 天 １.９ 美元”标准的 １.２１ 倍ꎬ是“１ 天 ３.１ 美元”标

准的 ７４.２％ꎮ
收入中位值来自«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１６»ꎮ



表 ３　 匹配前后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城镇 农村

均值 偏差变化 ｔ 检验 均值 偏差变化 ｔ 检验

低保户
非低
保户

％ｂｉａｓ ｜ ｂｉａｓ ｜ ｔ ｐ> ｜ ｔ ｜ 低保户
非低
保户

％ｂｉａｓ ｜ ｂｉａｓ ｜ ｔ ｐ> ｜ ｔ ｜

２０１３ 年低
保前家庭
人均收入

匹配前 １１.４３ ２８.４６ －１０３.５０ －２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５.７６ ９.８６ －５９.７０ －２２.５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１１.６９ １２.５６ －５.３０ ９４.９０ －１.８１ ０.０７１ ５.７６ ５.８８ －１.７０ ９７.１０ －０.９５ ０.３４３

２０１２ 年
家庭人
均收入

匹配前 １０.４０ ２２.７６ －８２.４０ －１８.９１ ０.０００ ６.４５ １０.６３ －５３.３０ －１９.８７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１０.５８ １１.９７ －９.２０ ８８.８０ －２.５２ ０.０１２ ６.４５ ６.５７ －１.４０ ９７.３０ －０.８３ ０.４０６

家庭
人口数

匹配前 ３.８２ ３.４３ ３１.８０ ８.８１ ０.０００ ４.１６ ４.３７ －１３.６０ －６.５５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３.８１ ３.７６ ４.５０ ８６.００ ０.８３ ０.４０９ ４.１６ ４.１７ －０.２０ ９８.４０ －０.０７ ０.９４１

就业
人数

匹配前 １.４９ １.６７ －１７.１０ －４.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０５ ２.３７ －２４.５０ －１２.０４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１.５０ １.４２ ７.８０ ５４.５０ １.４４ ０.１５１ ２.０５ ２.０７ －１.４０ ９４.２０ －０.４７ ０.６３７

６０ 岁及
以上老
人数

匹配前 ０.６４ ０.５８ ７.５０ ２.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９３ ０.６１ ３８.２０ １８.１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６４ ０.６８ －４.７０ ３７.００ －０.９０ ０.３６８ ０.９３ ０.９５ －２.８０ ９２.７０ －０.９３ ０.３５４

不健康或
残疾人数

匹配前 ０.４８ ０.１３ ５９.７０ ２２.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２４ ６７.３０ ３８.８８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４２ ０.５０ －１４.５０ ７５.７０ －２.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７１ ０.６９ ２.４０ ９６.４０ ０.６９ ０.４８８

在校
生数

匹配前 ０.５８ ０.５３ ８.４０ ２.４６ ０.０１４ ０.６９ ０.７０ －１.８０ －０.８７ ０.３８６
匹配后 ０.５９ ０.５６ ４.１０ ５１.３０ ０.７４ ０.４５８ ０.６９ ０.６８ １.２０ ３５.３０ ０.４０ ０.６８９

男性
匹配前 ０.７５ ０.７５ １.１０ ０.２９ ０.７７４ ０.８８ ０.９２ －１４.４０ －７.４４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７６ ０.７５ １.１０ －４.９０ ０.２２ ０.８３０ ０.８８ ０.８７ ２.８０ ８０.３０ ０.８８ ０.３８１

年龄
匹配前 ５３.４８ ５０.６１ ２４.３０ ６.１８ ０.０００ ５６.０５ ５２.０２ ３４.３０ １７.１９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５３.４８ ５４.１６ －５.７０ ７６.５０ －１.１１ ０.２６９ ５６.０５ ５６.３１ －２.３０ ９３.４０ －０.７４ ０.４６１

初中
匹配前 ０.４１ ０.３１ ２１.５０ ６.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５０ －３１.１０ －１４.３２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４２ ０.４１ １.２０ ９４.６０ ０.２２ ０.８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８０ ９７.３０ ０.３０ ０.７６６

高中中专
匹配前 ０.２０ ０.２９ －２１.２０ －５.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２ －２１.２０ －８.８６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２１ ０.１８ ６.１０ ７１.１０ １.２７ ０.２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６０ ９７.３０ ０.２４ ０.８１３

大学专科
匹配前 ０.０５ ０.１５ －３２.７０ －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１０ －３.７０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２０ ９９.５０ ０.０４ ０.９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９９.２０ ０.０６ ０.９５６

大学本科
及以上

匹配前 ０.０１ ０.１４ －５２.２０ －１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０ －０.６５ ０.５１４
匹配后 ０.０１ ０.０２ －４.９０ ９０.６０ －１.９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６.９０ ０.５３ ０.５９７

党员
匹配前 ０.１２ ０.２７ －３９.２０ －９.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３０ －０.６１ ０.５４３
匹配后 ０.１２ ０.１３ －１.８０ ９５.４０ －０.４０ ０.６８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９０ ３３.７０ ０.３０ ０.７６３

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

匹配前 ３０.７６ ３４.５８ －１５.９０ －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３２ ３８.９２ －１７.５０ －８.６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３０.２８ ３２.１７ －７.９０ ５０.３０ －１.５４ ０.１２３ ３４.３２ ３４.６６ －１.３０ ９２.６０ －０.４６ ０.６４７

竹草或
土坯房

匹配前 ０.０２ ０.００ １４.３０ ６.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７ ３８.７０ ２２.７９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０２ ０.０１ ５.２０ ６３.２０ ０.８２ ０.４１４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７０ ９８.３０ －０.２０ ０.８４５

饮水不
安全或
不方便

匹配前 ０.０８ ０.０３ ２２.１０ ７.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３２ ２２.５０ １０.９２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０８ ０.０９ －３.８０ ８２.９０ －０.６１ ０.５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１ ３.６０ ８４.００ １.２１ ０.２２６

无独用的
卫生厕所

匹配前 ０.２４ ０.０９ ３８.７０ １２.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６１ ３７.５０ １６.５７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２４ ０.２６ －５.８０ ８５.１０ －０.９３ ０.３５０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１０ ９９.８０ －０.０２ ０.９８２

炊用能源
为柴草或

煤炭

匹配前 ０.２０ ０.０６ ４１.１０ １４.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５２ ３９.１０ １７.６８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２０ ０.２２ －６.８０ ８３.４０ －１.０７ ０.２８３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００ ９９.９０ －０.０１ ０.９９１
样本联合检验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ｐ>ｃｈｉ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ｐ>ｃｈｉ２

匹配前 ０.２６４ １６９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 ３１６４.０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０１４ ２９.３ ０.６０４ ０.００１ ８.４８ １.０００

　 　 说明:限于篇幅ꎬ省份变量的匹配结果在此处省略ꎻ本文也没有报告分地区回归后匹配的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ꎬ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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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保的减贫效果

本文利用匹配法ꎬ通过比较处理组(匹配后的低保户)和控制组(匹配后的非低保户)的 ＦＧＴ 贫困指数

来分析低保的减贫效果ꎬ并且利用不同的贫困标准做稳健性检验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低保的反贫困作用:匹配后低保户与非低保户 ＦＧＴ 指数的差异

低保户 非低保户 差距

ａ＝ ０ ａ＝ １ ａ＝ ２ ａ＝ ０ ａ＝ １ ａ＝ ２ ａ＝ ０ ａ＝ １ ａ＝ ２
城镇总体

低保线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７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４
３.１ 美元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９ ０.２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０
５０％中位数 ０.５８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６ ０.５５３ ０.２３５ ０.１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６

东部

低保线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９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５ ０.３８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５
３.１ 美元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９３
５０％中位数 ０.５００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２ ０.５５０ ０.２４７ ０.２３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１

中部

低保线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３.１ 美元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５０％中位数 ０.５１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００ ０.４８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西部

低保线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０ ０.８８７ －０.１０２ －０.２２８ －０.８８１
３.１ 美元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７ ０.２３７ ０.７７５ －０.０４６ －０.２１７ －０.７６５
５０％中位数 ０.６７７ ０.２２５ ０.１０５ ０.６４５ ０.３１１ ０.３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７ －０.２３０

农村总体

绝对贫困线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６ ０.１８０ ０.０９８ ０.３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４ －０.２７７
低保线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９ ０.８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９ －０.７８０
３.１ 美元 ０.２８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８ ０.３１５ ０.１３７ ０.２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７
５０％中位数 ０.３６７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０ ０.３８２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５

东部

绝对贫困线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７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０ －０.２２０
低保线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６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６
３.１ 美元 ０.２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４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８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９
５０％中位数 ０.２９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４ ０.３１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６

中部

绝对贫困线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低保线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
３.１ 美元 ０.２５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０ ０.２７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５０％中位数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７０ ０.３３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西部

绝对贫困线 ０.１９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１ ０.２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２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２
低保线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６９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８ －０.６４７
３.１ 美元 ０.３０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７７ ０.３５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９９
５０％中位数 ０.４０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４２８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２

　 　 注:ａ＝ ０ 为贫困人头指数ꎬ即贫困发生率ꎻａ ＝ １ 为贫困距指数ꎬ指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即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总
和ꎻａ＝ ２ 为加权贫困距指数ꎬ即贫困距指数的平方ꎮ

整体而言ꎬ以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时ꎬ匹配后的城市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比非低保户低 ３.３ 个百分点ꎻ
当贫困标准提高到每天 ３.１ 美元时ꎬ城市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比非低保户低 ２.４ 个百分点ꎻ如果贫困标准进

一步提高到 ５０％中位数收入时ꎬ城市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反而比非低保户高 ３.１ 个百分点ꎮ 也就说ꎬ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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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标准越低ꎬ城市低保的减贫作用越明显ꎬ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７１－７３]ꎮ 但是城市低保的反贫困效果表

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ꎮ 在东部地区ꎬ只有当贫困标准较高的时候ꎬ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才比非低保户低 ５ 个

百分点ꎻ在中部地区ꎬ无论采用哪条贫困线ꎬ低保户的贫困率都比非低保户高ꎻ在西部地区ꎬ采用低保线或每

天 ３.１ 美元的贫困标准时ꎬ低保户的贫困率比非低保户低ꎮ 也就是说ꎬ城市低保在西部地区发挥的减贫作用

更显著ꎬ而中部地区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减贫效果ꎬ与城市低保的参与和瞄准密切相关ꎮ 前文的分析表

明ꎬ中部地区城市低保的误保率要高于东部和西部ꎬ有相当一部分中等和次高收入家庭获得了低保ꎬ因此在

使用匹配法的过程中ꎬ会有一部分中高收入群体进入匹配样本ꎬ从而影响了减贫效果ꎮ
农村低保的反贫困效果相对稳健ꎮ 当采用标准较低的绝对贫困线和低保线时ꎬ匹配后农村低保户的贫

困发生率比非低保户分别低 １.４ 和 １.３ 个百分点ꎻ当采用较高的 ３.１ 美元标准时ꎬ减贫作用更加显著ꎬ农村低

保户的贫困发生率比非低保户低 ３.４ 个百分点ꎮ 但是当采用更高的 ５０％中位数收入的相对贫困线时ꎬ匹配

后农村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比非低保户仅低 １.５ 个百分点ꎬ这一方面与农村低保较高的瞄准误差有关ꎬ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农村仍然面临非常严峻的相对贫困状态ꎮ 农村低保的减贫效果在东部和西部较好ꎬ中部

略差ꎮ 在中部地区ꎬ当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时ꎬ匹配后的农村低保户的贫困发生率反而要比非低保户高 ０.７ 个

百分点ꎮ
毫无疑问ꎬ我国城乡低保对于贫困缓解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与已有研究一致ꎬ低保后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

的下降幅度要大于贫困率的下降ꎮ 但是从地区差异来看ꎬ低保的反贫困效果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

的约束ꎮ 例如ꎬ中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低保的误保率都要高于东部和西部ꎬ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ꎬ其反贫

效果也大打折扣ꎮ 东部城乡低保的漏保率均较高ꎬ但是得益于较高的保障标准ꎬ低保仍然发挥了一定的减贫

效果ꎮ 相对来说ꎬ西部地区城乡低保的覆盖面较高ꎬ因此漏出率较低ꎬ减贫效果也较为显著ꎮ 逐步提高保障

水平的同时ꎬ提高政策瞄准的精度ꎬ才能更加充分发挥低保的兜底保障功能ꎮ

五、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

低保如何改善家庭福祉?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样本分析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ꎬ探讨低保家庭是倾

向于将收入用来维持生活基本支出(例如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ꎬ还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例如ꎬ教
育和健康)ꎬ或是用来提高生活质量(例如ꎬ烟酒、生活用品服务和文化娱乐)ꎮ 根据表 ５ 所示ꎬ上述影响在我

国城乡和地区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ꎮ

表 ５　 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估计的平均处理效应

城镇 农村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消费支出 １７２.３８ －１３４０.２９∗∗∗ ６８７.０９∗∗ ６８６.９９ －２１４.９８∗∗∗ －１９２.９６ －１２１.５２ －３２６.２０∗∗∗

(２３４.７３) (４２４.２９) (３４５.５８) (４４９.８０) (６８.９３) (１７９.６２) (１０５.９７) (９７.８８)
基本生活需求
　 食品 －４８.７０ －５３８.８４∗∗∗ ４１.１７ １４８.１３ ３０.０９ －９８.７３∗∗ １０４.７９∗∗∗ －０.１４

(５３.８０) (１４５.３２) (６２.９３) (１０２.８７) (１８.９７) (４７.５２) (２８.２９) (２９.４９)
　 衣着 －１４６.１７∗∗∗ －１６０.８０ －１０３.１６∗∗∗ －１０６.６９∗∗ －４６.１７∗∗∗ －４５.５７∗∗∗ －６２.３６∗∗∗ －４０.８６∗∗∗

(２６.２９) (１０４.２０) (３３.０３) (５２.２１) (６.７９) (１５.３８) (１２.８４) (８.９７)
　 居住 －９３.８１ ６０７.１０∗∗ －８.６２ －３４９.０８∗∗∗ －１０１.３４∗∗∗ －８７.０１∗ －５６.０９ －１２１.２０∗∗∗

(７０.４６) (２６２.４５) (１０２.６１) (９８.０１) (３０.４２) (４６.３５) (６４.３２) (３３.６７)
　 交通 ３９２.９５∗∗ －４１６.６０∗∗∗ ４２７.８３∗ ８７１.７５∗∗∗ －３２.９６ －１０７.９９∗∗∗ －９０.９５∗∗∗ １.１２

(１６６.７５) (９１.８４) (２５８.８５) (３１４.７６) (２２.６８) (２０.３９) (１２.９８) (４２.４１)
　 通信 －７６.９５∗∗∗ －１２６.５５∗∗∗ －７２.４２∗∗∗ －７０.６５∗∗∗ －２０.８７∗∗∗ －１４.６９ －２３.９９∗∗∗ －１７.６９∗∗∗

(１１.１６) (３５.２９) (１６.５７) (１９.０７) (３.７９) (１０.９８) (５.６９)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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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５)

城镇 农村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 １１３.８７∗∗∗ ４９５.０８∗∗∗ ２２９.８２∗∗∗ －２０１.８０∗∗ －６９.１３∗∗∗ －２２.１５ －３６.４４∗ －１００.６２∗∗∗

(４３.８１) (１１３.７１) (６７.４６) (７９.９２) (１４.７０) (４２.１５) (２０.９３) (２２.６８)
　 　 学前 －９.０６ －１０.７６ －１４.８２∗∗ ２３.１１ －６.２１∗∗∗ －１８.０９∗∗ －８.２３∗∗∗ －４.２３∗∗

(７.４８) (３１.４７) (７.２６) (１５.４４) (１.７８) (７.８３) (２.７８) (２.１４)
　 　 小学 －２３.２６∗∗∗ －３２.６７∗∗ －６３.３７∗∗∗ １８.８９ ３.６１ －１２.８８∗∗∗ １３.２４∗∗ ０.８８

(６.３３) (１３.４０) (７.４６) (１４.１２) (２.６７) (３.６７) (５.４３) (３.０６)
　 　 初中 －２３.６６∗∗ ４３.９７∗∗ －３３.９９∗∗∗ ２６.００∗∗ ２.３５ －２３.５４∗∗∗ ３.７６ １.１１

(９.９８) (１８.０７) (１２.７９) (１１.８７) (４.１８) (６.５８) (７.０４) (５.９１)
　 　 高中 ２３.２９ １５６.９１∗∗∗ ８.４０ －４４.６１∗ －２１.２１∗∗∗ －３６.３５∗∗ －１５.９５ －１２.９９

(１７.８７) (５３.０９) (２５.２５) (２６.３６) (７.０３) (１６.６８) (１２.３３) (９.２７)
　 　 中专职高 ３２.８４∗∗∗ ２６.７７ ５５.７３∗∗∗ １４.６８ －１.２３ －６.３８∗∗ ８.４６ －５.８４

(１１.６５) (２４.７０) (１８.１５) (９.０６) (３.６８) (２.８２) (５.３３) (６.２３)
　 　 大专及以上 １４１.４５∗∗∗ ３００.４１∗∗∗ ２９１.２７∗∗∗ －１２５.１７∗∗∗ －４５.９５∗∗∗ ５３.６８ －３４.９７∗∗∗ －７５.０２∗∗∗

(３４.９６) (９０.２２) (５７.０１) (３３.７８) (９.８８) (３６.４９) (１３.５１) (１４.６５)
　 　 成人教育 －８.８５∗ １８.０７ －６.３７ －１１３.２９∗∗ ０.４４ ２２.７６ －１.７２ －４.５１

(５.２９) (１２.５５) (９.９５) (５２.５７) (２.８２) (１５.３５) (４.２２) (３.１４)
　 医疗保健 ２１７.１４∗∗ －７８４.９８∗∗∗ ３３６.０９∗∗∗ ４６３.４６∗∗ １１２.６５∗∗∗ １９８.９８ １４５.６８∗∗ １１.９５

(８９.４１) (１０４.５５) (７７.６５) (２３５.６０) (３３.７２) (１４０.２９) (５９.８３) (３７.６４)
　 　 医疗器具及药品 ２７.１４ －３７８.０８∗∗∗ ７０.５１∗∗ ６４.６８∗ ２１.２５∗∗ ６２.２４∗∗ １.７２ １９.２０∗

(２３.２３) (６０.０４) (３４.６０) (３６.６７) (８.６１) (３１.４６) (１６.７４) (１０.３３)
　 　 门诊医疗总费用 １６.５９ －１９５.４２∗∗∗ １２２.７６∗∗∗ －５５.５９∗∗∗ ５６.３０∗∗∗ １３.０２ ５７.６１∗∗ ２９.０４∗∗

(１４.９５) (３６.４８) (２４.１９) (１８.８９) (１０.９５) (５１.６７) (２３.１１) (１２.１５)
　 　 住院医疗总费用 １７３.４１∗∗ －２１１.４９∗∗∗ １４２.８２∗∗ ４５４.３８∗∗ ３５.１０ １２３.７３ ８６.３６∗ －３６.２９

(８１.２２) (４５.２４) (５５.８５) (２２７.３２) (２７.５４) (１１５.８７) (４６.８５) (３０.４６)
提高生活质量

　 烟草酒类 －８１.０２∗∗∗ －１９８.８７∗∗∗ －４８.０９∗ －８４.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６ －１０.０３ －４.１８
(１３.８２) (２９.１５) (２７.５５) (１５.１６) (１０.４２) (２１.２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４)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４７.２６∗ －３１.８１ －４７.７６ －６７.４６ －３４.５６∗∗∗ ７５.６９∗ －４１.８５∗∗∗ －５２.８７∗∗∗

(２８.６７) (６２.７４) (３９.５５) (５０.５４) (１０.１９) (４３.３４) (１４.０２) (１４.２１)
　 文化娱乐 －４７.４９∗ －２１９.４４∗∗∗ －５３.１４∗∗ ４５.２２ －２１.８３∗∗∗ －３７.７９∗∗∗ －５.６８ －３２.８１∗∗∗

(２５.６９) (４９.０８) (２５.２６) (８１.９０) (４.５８) (９.８１) (８.１３) (７.４３)
　 其他用品及服务 ９.７０ ４２.７１ －５.８２ ４４.２４∗ －９.９７∗ －３４.２４∗∗∗ －４３.９２∗∗∗ ３１.１８∗∗∗

(１４.４１) (３７.１５) (１７.５５) (２６.１８) (５.９８) (１０.３４) (８.５２) (９.９０)

　 　 注:表中每个系数都是基于公式(３)对匹配后满足共同支持条件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量β１ꎬ括号内为稳健的

标准误ꎬ∗∗∗表示 ｐ<０.０１ꎬ∗∗表示 ｐ<０.０５ꎬ∗表示 ｐ<０.１ꎮ

说明:本文也同时采用了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样条匹配等方法对规值半径匹配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ꎬ不同匹

配方法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ꎬ篇幅所限ꎬ此处不再报告ꎬ备索ꎮ

首先ꎬ整体上城市低保对家庭总消费支出没有显著影响ꎬ这在西部城镇地区也成立ꎬ但是该影响在东部

地区显著为负ꎬ中部地区显著为正ꎮ 农村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整体上具有负的显著影响ꎬ分地区来看ꎬ西部

地区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ꎬ而东部和中部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ꎮ
其次ꎬ低保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影响的不确定性不仅与低保家庭获得的实物补贴有关ꎬ也受到城乡家庭的

不同消费选择的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由于低保家庭在获得低保金的同时ꎬ还可以获得实物福利ꎬ包括食品、衣
物、生活用品ꎬ以及水电燃气等费用的减免ꎬ因此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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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满足ꎬ这与 Ｇａｏ 等的两项研究基本一致[７４－７５]ꎮ 从本文的具体结果来看ꎬ在基本生活要求方面ꎬ低保对食

品支出的影响总体不显著ꎬ但是在东部地区(包括城镇和农村)显著为负ꎬ而在中部农村地区显著为正ꎻ低保

对家庭衣着支出的影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都一致的显著为负ꎻ低保对居住支出的影响ꎬ在东部城镇地区显著

为正ꎬ而在西部城镇和农村地区均显著为负ꎻ低保对交通支出的影响ꎬ在东部地区(包括城镇和农村)和中部

农村显著为负ꎬ在中部城镇和西部显著为正ꎻ低保对通信支出的影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都一致的显著为负ꎮ
第三ꎬ发达地区的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投资ꎮ 具体而言ꎬ城市低保显著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

出ꎬ但是西部地区除外ꎻ农村低保却显著降低了农户的教育支出ꎮ 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ꎬ增加的教育

支出主要是指高中、中专职高、大专及以上教育的费用ꎮ 低收入家庭对于教育投资的选择差别与我国教育回

报率的地区差异密切相关ꎮ 研究表明ꎬ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７６－７７]ꎬ而且教育层次越高ꎬ收
益率越高[７８－７９]ꎮ 刘泽云的研究还表明ꎬ我国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在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年持续上升[８０]ꎮ 因此发达地

区的低收入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的优先投资是他们摆脱贫困的理性选择ꎮ 而在农村ꎬ教育贫困是代际多维

贫困的关键贡献因素[８１]ꎬ但贫困群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教育对于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作用ꎮ
第四ꎬ相比非低保家庭ꎬ整体上城乡低保的参与都会显著提高家庭医疗保健支出ꎬ但是在东部城镇地区

却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ꎮ 在中部和西部的城镇地区ꎬ低保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住院医疗

费用方面ꎬ而在农村地区ꎬ低保农户增加的医疗保健支出主要指医疗药品和门诊费用ꎮ 随着贫困人口温饱问

题的基本解决ꎬ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非常突出ꎬ而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虽然基本实现了覆盖

全民的目标ꎬ但是三大险种的待遇差距较大[８２]ꎮ 由于无法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ꎬ城乡医疗保险的减贫作用

微弱[８３－８４]ꎬ而医疗救助的能力和水平也相对较低[８５]ꎬ因此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保障需求更为突出ꎬ城乡统一

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亟待完善ꎮ
第五ꎬ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ꎬ低保对生活用品服务支出的影响ꎬ只在东部农村地区显著为正ꎬ在城镇总体

和中西部农村地区显著为负ꎬ而低保对烟酒的影响在城镇地区显著为负ꎬ在农村地区总体显著为负ꎬ但分地

区不显著ꎻ低保对文化娱乐支出的影响也基本为负ꎮ

六、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 ＣＨＩＰ ２０１３ 年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ꎬ考察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低保的覆盖和瞄准情况ꎬ分析

了低保的减贫效果及其地区差异ꎬ并进一步探索了低保是如何通过影响消费支出来改善家庭福祉ꎬ得出以下

三点结论ꎮ
１.城乡低保的瞄准效果和低保获取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异ꎮ 农村低保的瞄准效果

不如城镇ꎬ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ꎮ 城市的低保获取影响因素主要是家庭成员的就业、健康状况及户主的

文化程度ꎬ农村的低保获取影响因素则包括家庭规模、健康状况、６０ 岁及以上老人和在校学生的数量及户主

的性别和文化程度ꎮ 此外ꎬ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农村ꎬ住房条件的影响较为显著ꎮ
２.城市和农村低保均发挥了一定的减贫作用ꎬ且在落后地区更为显著ꎬ但是反贫困效果受到政策瞄准误

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ꎮ 东部城乡低保的漏保率均较高ꎬ但是得益于较高的保障标准ꎬ低保仍然发挥了一定的

减贫效果ꎻ中部地区城乡低保的瞄准效果较差ꎬ在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ꎬ其反贫效果也欠佳ꎻ西部地区城乡

低保的覆盖面较高ꎬ减贫效果也较为显著ꎮ
３.低保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并不一致ꎬ这与低保政策属地管理的性质和家庭消

费选择的地区差异有关ꎮ 整体上ꎬ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ꎬ东
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ꎬ特别是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ꎻ相比非低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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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ꎬ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ꎬ而西部城市和农村低保家庭对教育投入的减

少需要引起重视ꎮ
(二)启示和建议

第一ꎬ应进一步提高低保的瞄准有效性ꎮ 低保制度应该惠及最贫困的人口ꎬ政策执行不力导致的漏保和

误保现象仍然普遍存在ꎮ 特别是农村低保关系到精准扶贫方略中“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成效ꎮ 应提高识

别瞄准精度ꎬ在尽力核查收入和财产的同时ꎬ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建立相对统一的多维识别和定量评价

体系ꎬ并形成规范具体的操作意见ꎬ真正做到对低保贫困户的精准识别ꎮ
第二ꎬ逐步提高保障水平ꎬ充分发挥低保的减贫作用ꎮ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ꎬ社

会筹集资金较少ꎬ低保标准主要受限于地区的财力ꎬ虽然从历年看财政投入都在增长ꎬ但面对庞大的救助群

体ꎬ仍然是杯水车薪ꎬ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压力ꎮ 同时资金的管理和利用缺乏有效的监

管ꎬ影响了社会救助的实际效果ꎮ 应该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ꎬ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地

区的资金转移分配ꎬ使低保标准得以稳步提高ꎮ
第三ꎬ加强低保政策与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其他社会救助政策的衔接ꎬ预防返贫的同时ꎬ提高低收入

家庭的消费福祉ꎮ 我国当前社会救助体系内容较多ꎬ需要多个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完成ꎮ 但是不同部门之间

管理体制的差异ꎬ造成了低保等社会救助及相关配套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衔接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政策的救助效率ꎮ 本文的研究也表明ꎬ随着贫困群体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ꎬ低保家庭更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

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ꎮ 尤其是在农村ꎬ“三保障”的问题迫切需要这些专项救助政策来实现ꎮ 因此ꎬ应按

需施救ꎬ根据低保户的实际情况ꎬ加强专项救助政策的实施ꎬ特别是对于西部城市和农村低保家庭ꎬ应加大教

育救助的投入ꎬ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ꎮ
第四ꎬ逐步缩小城乡低保差距ꎬ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城乡统筹ꎮ 目前我国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社会救

助模式制约了救济效率ꎬ同时也不利于实现社会救助的均等化ꎮ 农村低保标准显著低于城市ꎬ特别是在经济

水平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ꎮ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和农村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ꎬ一些农村低保对象搬到

城镇后ꎬ无法享受到城镇低保应有的待遇ꎮ 因此ꎬ为了在城乡一体化的情况下实现“应保尽保”ꎬ不仅需要加

大低保资金投入ꎬ还需要重新核定流动后的低保人口ꎬ及时制定相关政策ꎬ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权威性和

长效性ꎬ从而充分发挥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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