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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

朱秋博　朱　晨　彭　超　白军飞＊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及信息化追踪调研数据，
采用工具变量、匹配倍差等方法，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
我国农户增收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化总体上促进了
农户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对农业收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
这一抑制作用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信息化的总增收效应
具有较大持续性。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信息化的增收效应对较
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水平农户更加明显，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信息化，农户收入，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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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经历了４０年的快速增长，但仍面临两大难
题。一是农民增收传统动能乏力，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工业发展和城镇经济对农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使得农户非农就业
压力增大，且受农业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受到
压制；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截至２０１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
的２０％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最低的２０％居民的９．２９倍１，这不仅加大了乡村治
理难度，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影响农村经济社会深入发展，进而可能成为乡
村振兴以及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阻碍。

为保障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党和政府在关乎农村与
外界联通的信息化建设上投资巨大。２１世纪初以来，“村村通” “宽带下乡”
“信息进村入户”等信息工程陆续实施。截至２０１９年，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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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Ｇ比例均超过９８％，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９９％２，接近７０％的行政村已建
立益农信息社３，实现了全球较为领先的农村信息网络覆盖。

那么，这些信息化投资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
呢？理论上讲，信息化发展可以放松农户的信息约束，帮助其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可能促进收入增长。然而，现有研究关于农村信息化对收入影响的结论
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如高梦滔等
（２００８）、Ｋｌｏ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ｌｅｎ （２００８）的研究表明，电话使用对农户增收和降
低贫困有积极作用；周洋和华语音 （２０１７）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农
村家庭创业收入；刘晓倩和韩青 （２０１８）、程名望和张家平 （２０１９）也有类似
发现。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来自哥伦比亚的一项研究表明，
用手机短信为农民提供市场和天气信息在短时期内并未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
入和支出 （Ｃａｍａｃｈｏ　ａｎｄ　Ｃｏｎｏｖｅｒ，２０１０）；刘生龙和周绍杰 （２０１１）的研究
表明，我国农村地区通信设施的改善并未促进农户收入增长；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转化为更高收入。

造成这种理论预期与实证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信
息化的使用存在成本门槛，同时受制于农户的信息利用能力，导致其无法发
挥作用或无法在短期内促进农户收入增长。这意味着，如果利用跨期较短或
较早期的数据就很容易得出信息化无效的结论 （如 Ｃａｍａｃｈｏ　ａｎｄ　Ｃｏｎｏｖｅｒ，

２０１０；刘生龙和周绍杰，２０１１）。二是，现有研究多以单一的电话或互联网作
为信息化的代理变量，忽略了农户信息多元渠道特征和信息利用能力，可能
导致遗漏变量问题 （如刘晓倩和韩青，２０１８）。三是，信息化与农户收入互为
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误 （如 Ｗｈｉｔａｃ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化是否会缩小或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鲜
有文献直接回答此问题，而是集中在研究信息化对城乡间或地区间收入差距
的影响上。如胡鞍钢和周绍杰 （２００２）、Ｆｕｒｕ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２００７）、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２０１８）等人认为，互联网发展的不均衡加剧了地区以
及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程名望和张家平 （２０１９）认为，互联网普及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 “倒Ｕ形”趋势；张伦和祝建华 （２０１３）
则认为低收入群体在跨越信息利用门槛后， “数字鸿沟”将会逐渐弥合。然
而，较少有文献关注信息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且现有研究所用信
息化指标较为单一，所用数据要么年份较早 （如张勋和万广华，２０１６），要么

２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第４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ｈｌｗｔｊｂｇ／２０２００４／Ｐ０２０２１０２０５５０５６０３６３１４７９．ｐｄｆ，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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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ｚｉｘｕｎ／２０２００５／２５／５０５１９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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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截面数据或部分地区数据 （如曾亿武等，２０１９），无法反映信息化综合
水平对全国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采用更大范围和时间维度更合适的大样本农户数据，利用
多种实证方法深入研究农村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数据上，

本文采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并对部分观察点村庄手机
信号、互联网及２Ｇ、３Ｇ移动网络等信息通信工程的首次接通年份进行补充
调查。这不仅可以综合多元化的信息工具衡量农村信息化水平，也为使用倍
差法分离单项信息工程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有助于识别信息技术进步对农户
收入的动态影响；研究方法上，本文着重解决了信息化与农户收入因果关系
的识别问题，不仅利用了历史工具变量 （村庄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
干线通过）进行识别，也结合了村级信息工程接入情况运用匹配倍差法减弱
内生性问题，并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排除了村级信息化与农户收入之间的
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的创新还体现在：一是对农户收入结构进行分解，分别探究信息化
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工资性收入的不同作用和动态影响，从而系统分析信
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信息化的增收效果；二是
从全国和区域差异视角研究了信息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

（一）理论框架

理论上讲，信息化发展可放松农户的信息约束，从而可能促进收入增长。

农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根据搜寻理论，农户会在特定资源、

技术和信息约束下决定信息资源搜寻程度，当搜寻成本较高时，农户会限制
其搜寻行为，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做出生产和就业等决策；而当信息搜寻成本
较低时，农户将进行更加充分的信息搜寻，从而有更大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收入水平。而信息化建设可以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 （Ｔａｃｋ　ａｎｄ　Ａｋｅｒ，

２０１４），理应促进农户增收。

但信息化对农户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可能不同。一方面，农户信息约
束的放松会导致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之间跨部门流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行业转移 （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户工资性
收入，但不利于农业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放松信息约束也会使农业内部资
源重新优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朱秋博等，２０１９）以及要素和产品市场议
价能力 （许竹青等，２０１３；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从而带动农业收入增长。这
两种相反作用力使得信息化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成为一个实证问题。因此，

把农户收入分农业和非农收入各自讨论有助于理清信息化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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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能呈现动态变化。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
信息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信息化发展初期，电话、手机等使用方法简单，
操作门槛低，有利于农户快速获取非农信息，并通过劳动力转移增加非农收
入，但短期内可能对农业生产和收入带来负面影响。随后的互联网接入对农
户来说则增加了更多的成本门槛 （如配套终端设备）和操作门槛，因此，对
农户收入的短期影响可能较小；长期内，信息化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催生了如
远程在线监测等技术的应用，从而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削
弱劳动力流失对农业收入造成的负面影响。而２Ｇ、３Ｇ等新一代移动网络的
接入使得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从而可能在促进农户增收上发挥更大的作
用。而对非农收入来说，随着就业市场供需缺口的减少，信息技术变迁对农
户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可能会递减。基于此，信息化对农户总收入也可能
呈现动态影响。第二，信息化的滞后影响。由于信息技术应用可能存在一定
程度的滞后 （如使用能力提升需要时间），那么随着农户逐渐跨越信息门槛，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将具有一定持续性和累积效应。

此外，信息化也可能会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信息化促进农户增收至
少需要三个环节，信息基础设施或平台建设、信息工具终端使用和信息利用，
这意味着农户若想通过信息化实现增收需要跨越信息利用的成本门槛和能力
门槛。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多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但农户仍需要负
担手机、电脑硬件及数据流量等费用，这构成了信息利用的成本门槛。此外，
由于我国仍有大量农户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即使能够承担信息费用，也可能
不具备信息利用能力。因此，这可能导致信息化在一部分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
育水平农户身上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收入，而在另一部分农户身上
则可能出现滞后影响甚至无效，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
否能在更长时间内缩小收入差距将取决于滞后群体能否取得更大的边际收益。

（二）实证方法

１．收入与信息化测度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有三个：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

和人均农业纯收入。其中，家庭人均纯收入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指
标，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纯收入则根据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得出，分别是
农户家庭从事乡村干部及教师、本地从业、外出从业等工资性收入的加总后
人均以及家庭经营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地作物、畜牧业、水产业、林业
收入总和减去各项生产成本的总和后人均。本文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期，利用各省
市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后文所有涉及收入的指标进行了平减。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信息化：一是村级层面信息化综合水平指标，为
村庄接通手机信号、互联网、２Ｇ和３Ｇ移动网络的数量，取值范围为０—４；
二是单项信息工程接通指标，分别为村庄手机信号、互联网、２Ｇ和３Ｇ移动



第１期 朱秋博等：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 ２４１　　

网络接通与否。其中，选取村级层面信息化变量的原因是： （１）村级信息工
程的接入时间较容易观察和度量，测量误差较小； （２）本文能够获取到的户
级信息化变量有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２００９年才开始对 “家庭是否
使用互联网”指标进行调查，变量单一、样本量较小且时间范围短，而村级
信息化变量在指标维度、样本量和面板长度上更具优势。此外，选取两种测
量方法的原因是：（１）信息化综合水平指标能够较全面地代表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有利于考察信息化的综合影响； （２）四项信息工程接通对农
户收入的不同影响可以体现信息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手机信号和互联网代
表了信息技术从无到有的变化，而２Ｇ、３Ｇ移动网络则进一步体现了信息传
输速度的升级。

２．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实证模型存在由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主要采取

以下方法解决。首先，选取村级信息化变量来减弱由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这是因为，农户是否使用手机、网络等选择与家庭收入和个人特征等
一些非可观测因素高度相关，而村级信息化接通与否很大程度上由较容易识
别的村庄特征决定，且由于我国农村信息工程大多由中央或各地方省市级政
府统一规划建设，尽管这与地区的经济水平有一定关系，但在一个县域内与
单个农户的收入水平、单个乡镇的经济水平都没有直接关联。本文也在稳健
性检验中排除了村级信息工程接通与农户收入的反向因果关系。其次，本文
采用另外两种方法解决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１）在检验信息化综合水平对农户收入的总体影响时，本文首先将信息化
综合水平对农户收入进行回归，同时进一步将村级信息化综合水平与能够反
映农户信息利用能力的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放入模型，构建户级信息化
利用变量，以识别由农户自身能力因素带来的信息化对收入的影响机制，同
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在工具变量上，借鉴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的方法，选取村庄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作为工具变量。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始建
于１９８６年，于２０００年建成，并成为后期固定电话和移动运营业务的基础网
络 （汤博阳，２００８）。因此，村庄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很可
能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但该变量不随时间变化，无法直接
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将村庄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刘冲等，

２０１３；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Ｂａｉ　ａｎｄ　Ｊｉａ，２０１６）。为验证外生性，本文借鉴方颖
和赵扬 （２０１１）的方法，将信息化变量与工具变量同时对农户收入进行回归，
如果工具变量仅通过内生变量来影响农户收入，那么在控制内生变量的情况
下，工具变量应该对农户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后文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
具备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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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阶段工具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Ｉｖｔ＝α１＋∑β１ｔＩＶｖ×Ｔｔ＋γ１Ｘｉｔ＋σ１Ｘｖｔ＋μｉ＋νｔ＋εｉｔ ， （１）

Ｙｉｔ＝α２＋β２Ｉ
�

ｖｔ＋γ２Ｘｉｔ＋σ２Ｘｖｔ＋μ′ｉ＋ν′ｔ＋ε′ｉｔ，　 　　 （２）

其中，Ｙｉｔ代表农户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或人均农业纯收入；∑β１ｔＩＶｖ×
Ｔｔ代表工具变量组，其中，ＩＶｖ 为农户所在村庄ν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
缆干线通过，由于光缆干线是以城市为节点搭建，如果村庄位于节点城市，
则视为村庄有光缆干线通过，Ｔｔ表示各年份哑变量；Ｉｖｔ表示农户所在村庄ν在

第ｔ年的信息化综合水平，Ｉ
�

ｖｔ 为Ｉｖｔ的预测值；Ｘｉｔ和Ｘｖｔ分别表示其他影响农
户收入的户级和村级控制变量；μｉ（μ′ｉ）、νｔ（ν′ｔ）分别代表农户和年份固定效
应；εｉｔ（ε′ｉｔ）为误差项；β２ 为信息化影响系数。

（２）在检验单项信息工程接通 （信息技术进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
本文采用了匹配倍差法。手机信号、互联网、移动网络等单项信息工程的接
通可以当作一项技术进步的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则可以识别其作用效果。
为保证接通与未接通信息村庄农户之间的同质性，本文首先借鉴王庶和岳希
明 （２０１７）的做法，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农户进行匹配，然后使用匹
配后的数据进行倍差法分析，以此来实现倍差法所规定的处理组和对照组长期
趋势相同的前提假定。由于各地区手机信号、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接通时间并
不统一，本文参考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多期倍差法。

匹配的具体做法如下：选取当年接通信息工程农户前一年的各项指标与
当年未接通信息工程农户前一年的指标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各年匹配之后去
除共同支撑区域外的样本，最终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在匹配协
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重点加入了与村庄信息需求和信息建设成本相关的村庄
特征变量，如村庄年末常住人口、人均纯收入、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是否处
于山区。此外，还包括了家庭和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类型、收入主要来源、
经营主业、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乡村干部户、人口数、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收入，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程度、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此处为针对每项信息工程按照年份单独匹配，共计匹配３１次。４

匹配后，本文设定的多期倍差法模型如下：

Ｙｉｔ＝α３＋β３Ｄｖｔ＋γ３Ｘｉｔ＋σ３Ｘｖｔ＋μ″ｉ＋ν″ｔ＋ε″ｉｔ （３）
其中，Ｙｉｔ 代表农户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或人均农业纯收入；Ｄｖｔ 表示
农户所在村庄ν在第ｔ年是否接通了某种信息工程，包括手机信号、互联网、

２Ｇ和３Ｇ移动网络；Ｘｉｔ 和Ｘｖｔ 分别表示其他随时间变动并影响农户收入的户

４ 分年匹配时，由于所有村庄从２０１０年之后均接通了手机信号，只能对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手机信号接通
与否的农户进行匹配；３Ｇ移动网络是从２００９年才开始接通，所以只能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３Ｇ移动网络
接通与否的农户进行匹配；互联网和２Ｇ移动网络进行全年份匹配，各匹配１０次；匹配方法为半径匹
配法，半径设置为０．００１。



第１期 朱秋博等：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 ２４３　　

级和村级控制变量；μ″ｉ、ν″ｔ分别代表农户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误差项；β３ 为
信息工程影响系数。

３．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考察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是按照农户人

均纯收入将样本农户等分为低、中、高三组，分别估计信息化对不同收入组
农户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纯收入的影响。如果信息化对低收入农
户的边际贡献大于中等或高收入农户，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之则
为扩大。本文同样使用信息化综合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
来识别信息化的影响。

二是用村庄基尼系数度量收入差距。上述分组回归把全国作为一个范围
考察农户收入差距，这不足以理解地区和村级层面的收入差距。因此，本文
进一步以村庄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信息化综
合水平的影响。

三、数据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信息化变
量则来源于对固定观察点部分村庄数据的补充调查，该调查主要获取了观察
点村庄手机信号、互联网、２Ｇ和３Ｇ移动网络的首次开通年份。我们在中国
农业大学全校范围内招募固定观察点或附近村庄来源的学生，于２０１８年２月
至３月进行返乡调研，该调研主要向村干部及村庄的信息工程相关负责人咨
询村庄的信息化建设情况。最终招募了５０名学生参与此项调研５，每人负责
一个村庄，共完成了３５个有效村庄数据的采集。样本涵盖了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西、四
川、云南、重庆、甘肃、青海和宁夏１９个省市共３５个固定观察点村庄，合计
包含原始农户数据１９　８９５份。

本文将３５个样本村庄与样本期内全部固定观察点村庄基础变量的特征差
异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除样本村庄的年末总户数略小于全部村庄平均水平
外，检验的其余特征变量在两者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样本村庄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６在将村庄数据与农户数据对接和清理后，最终主要实证模型所

５ 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发放所有固定观察点村庄列表，招募到前５０名来自不同村庄的学生后停止招募。
由于固定观察点村庄的选择和大学生源计划均基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基数，除个别省
份外，两者的省份分布具有较强一致性，因此，本文按照样本村来源地招募学生及对应样本村的过程
是近似随机的。
６ 本文共检验了村庄地势、人均纯收入、年末总户数、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全村已用电户数比例、
安装电话机户数比例、手机户均拥有量、已有电脑户数比例、已上网户数比例等村庄基础特征变量。
受篇幅限制，未在此汇报检验结果，作者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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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观察值范围为７　０１１—１３　０２４，该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７

本文数据时期非常适合研究农村信息化的影响，因为２００４年之前农村信
息工程覆盖率过低，２０１４年之后又过高，这会导致信息化变量的变异程度较
小，不利于识别其影响。而刚好在此期间，村庄信息工程建设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 （图１），有助于本文更加稳健地检验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净效应。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各年份累计接通各项信息工程的村庄数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２和图３分别反映了样本中农户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
情况。农户人均纯收入在样本期间不断提高，人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家庭
收入的主要增长动力，而人均农业纯收入在此期间没有表现出增长趋势８；我
国农村人均总收入基尼系数在０．４左右，其中有５个年份数值超过国际警戒
线０．４。这说明虽然农户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依
旧不容忽视。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农户收入增长趋势变化

７ 本文也曾尝试使用完全平衡面板，结果一致。
８ 农户还有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等，这些收入也在稳定增长，２０１４年占比将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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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农户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表１汇报了模型中涉及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

表１　变量设置和样本统计特征

变量设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村级信

息工程

手机信号
接通＝１；

未接通＝０
３８５　 ０．９５　 ０．２１

互联网
接通＝１；

未接通＝０
３８５　 ０．６８　 ０．４７

２Ｇ移动网络
接通＝１；

未接通＝０
３７４　 ０．５４　 ０．５０

３Ｇ移动网络
接通＝１；

未接通＝０
３４１　 ０．２５　 ０．４３

信息化综合水平 接通信息工程数量 ３３０　 ２．４６　 １．１８

工具

变量

村庄是否有国家 “八纵

八横”光缆干线通过
是＝１；否＝０　 ３８５　 ０．６９　 ０．４６

农户

收入

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７　８９６　 ７　２８３．５４　 ８　０８８．９８

人均工资性收入 元 １６　１４１　 ４　０１４．４３　 ４　３１８．２２

人均农业纯收入 元 １９　６６３　 １　５３３．５２　 ２　６４３．９６

控制

变量

户主性别 男＝１；女＝０　 １９　６５１　 ０．９４　 ０．２４

户主年 岁 １９　６１１　 ５４．２４　 １１．２０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９　２５８　 ６．７１　 ２．４４

户主乡村干部身份 是＝１；否＝０　 １９　８９５　 ０．０４　 ０．２０

户主是否受过农业

技术教育或培训
是＝１；否＝０　 １９　３７７　 ０．０８　 ０．２８

家庭人口数 人 １９　４２０　 ３．７５２　 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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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设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控制

变量

家庭经营主业
农业＝１；

非农业＝０
１９　６１４　 ０．８４　 ０．３７

家庭劳动力比例 ％ １９　６６３　 ６８．０８　 ３２．９６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亩 １６　３９３　 ２．６０　 ４．２２

村庄人均纯收入 元 ３５９　 ６　２８４．８８　 ４　７０４．５２

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 千米 ３６８　 ３．８３　 １０．７１

村庄人口 人 ３６６　 １　８４５．９０　 １　２５１．４５

其他

变量

家庭非农劳动时间 日 １９　４０８　 ３４８．１０３　 ３８２．５７３

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日 １９　６６４　 １５０．４０９　 １８３．２２６

农业生产费用 元 １９　６７４　 ２　９３９．５４４　 ５　５８４．５１３

　　注：该表为匹配前所有农户样本特征。由于本文匹配次数较多且每项信息工程匹配后保留的样本

不尽相同，因此不易在此汇总匹配后的样本特征，作者可提供。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１．总体影响
本文首先对工具变量 “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的有效

性进行了检验。表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信息化综合水平后工具变量对农户
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表３结果显示，是否有 “八纵八横”
光缆干线通过与大多数年份的交互项对村庄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满
足相关性要求。

表４汇报了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信息化显著提高
了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纯收入。进一步，为了识别
由农户自身因素带来的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信息化综合水
平与能够反映信息利用能力的户主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放入模型中。表５结
果显示，交互项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信
息化对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总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而交互项对
农业收入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这可能由于农业生产及收入更多与农户务农
经验相关，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由于受教育程度与农户能力密切相关，
这一结果同时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容易跨越信息利用门槛并将信息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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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

因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１） （２）

信息化综合水平 ６３３．４７４＊＊＊ ７４２．３９９＊＊＊

（８７．０３５） （１０４．４３８）

是否有国家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 －５０１．０９９ －５２１．４３５

（４３１．３３４） （３７６．１４２）

控制变量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３　０２４　 １３　０２４

Ｒ２ ０．３００　 ０．３３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下文同；第 （２）列控制变

量包括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家庭经营主业、

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和村庄人均纯收入；回归模

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表３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

因变量：信息化综合水平

人均纯收入

模型

人均工资性收入

模型

人均农业纯收入

模型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０５　 ０．２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９）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９）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０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９）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０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６）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９）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９）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１０　 ０．３０８＊＊＊

（０．０４３）

０．３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４２７＊＊＊

（０．０５０）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１１　 ０．４８２＊＊＊

（０．０４４）

０．４９０＊＊＊

（０．０４９）

０．６９３＊＊＊

（０．０５５）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１２　 ０．５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４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６９６＊＊＊

（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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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信息化综合水平

人均纯收入

模型

人均工资性收入

模型

人均农业纯收入

模型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１３　 ０．５５９＊＊＊

（０．０５２）

０．５８０＊＊＊

（０．０５７）

０．８２１＊＊＊

（０．０５３）

是否有 “八纵八横”光缆干线通过×２０１４　 ０．５６４＊＊＊

（０．０４８）

０．５５９＊＊＊

（０．０５２）

０．８７３＊＊＊

（０．０５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Ｆ 检验
４３．９７

（０．０００）

３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６２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１　５６８　 １０　２６６　 １１　９０３

　　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家庭经营主业、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和村庄人均

纯收入。

表４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信息化综合水平 ２　３１２．３５９＊＊＊

（６６９．１５５）

１　０２５．１９６＊＊＊

（３２７．７１９）

－２８６．６５３＊＊

（１４４．５９６）

户主性别 ２１２．０８７

（４１０．８７９）

－８９．１９２

（２９３．００６）

１２８．０２６

（１９７．４１３）

户主年 ５．９３４

（１５．７４９）

－２．８３９

（６．８７５）

－６．７０７

（５．１１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３４．１７６

（５７．５２２）

４４．９０４＊

（２６．１５３）

－５７．７５５＊＊＊

（２２．１７３）

户主乡村干部身份 －５５４．３１９

　 （５０２．９９８）

－６０９．８４２＊＊

（２４１．５７２）

－２６．６６８

（１５０．５０２）

户主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１１９．１３０

（２８８．７５６）

５１０．３９８＊＊＊

（１３８．５３１）

－１４０．５７８

（９６．０２９）

家庭经营主业 －１９６５．１８９＊＊＊

（２５７．２９０）

－２６４．７３５

（１６６．９８７）

－３７．１５８

（８８．８３０）

家庭劳动力比例 ２７．２３４＊＊＊

（３．００２）

１８．９６８＊＊＊

（１．５１２）

４．８２３＊＊＊

（１．０３３）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１４１．６４６＊＊

（６８．７９６）

－９．５７４

（１１．３３８）

１５７．４３１＊＊＊

（６．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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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 １３６．３３３＊＊＊

（３３．６７０）

３１．６６２＊＊＊

（１２．２０６）

－３４．５０８＊＊＊

（９．４６０）

村庄人口 １．５２４＊＊＊

（０．３５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５６３＊＊＊

（０．０９７）

村庄人均纯收入 ０．３６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１７３　 ０．２３９　 ０．０７４

观察值 １１　５６８　 １０　２６６　 １１　９０３

　　注：回归模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表５　信息化与受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交互影响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信息化综合水平
１　１６６．６０６＊

（６３２．０２０）

５９４．２９４＊＊

（２８２．３２５）

－５３６．１８８＊＊＊

（１３４．８４０）

信息化×户主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８．６１９＊＊＊

（３６．６１９）

５４．９７６＊＊＊

（１６．２１６）

５．５１２

（９．１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１８４　 ０．２４４　 ０．０６１

　　注：表中各模型结果均通过了２ＳＬＳ第一阶段Ｆ 检验；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年

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家庭经营主业、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

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和村庄人均纯收入；回归模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本文进一步检验信息化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而农业收入减少的原因。

表６结果显示，信息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农
业劳动时间和农业生产费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信息化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
交互项也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农业劳动时间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理论机制的分析一致，即信息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
农转移，使得农业生产占农户整个家庭经营中的比例降低，从而促进了农户
工资性收入增加，抑制了农业收入增长。这同时说明，在样本年份中，信息
化由于帮助农户优化农业内部资源配置带来的农业收入增长效应未能充分实
现，整体上在短期内未能抵得过信息化导致资源向非农部门转移给农业收入
带来的抑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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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

家庭非农劳动时间 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农业生产费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信息化综合水平 ３９．２３７＊＊

（１７．０２８）

７．５１９
（２０．８７８）

－３４．３１０＊＊＊

（１２．３２９）

１４．３２７
（１２．８７４）

－８５５．６０４＊

（４５５．０７４）
－１１６９．０９０＊＊＊

（３７６．７５９）

信息化×户主

受教育年限

３．７９３＊＊＊

（１．２４９）
－２．５６３＊＊＊

（０．７３０）
－１４．９６２
（２２．５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６　 ０．１５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观察值 １２　５６０　 １２　５６０　 １２　５６０　 １２　５６０　 １２　５６０　 １２　５６０

　　注：表中各模型结果均通过了２ＳＬＳ第一阶段Ｆ 检验；家庭非农劳动时间为家庭成员在本乡镇内

从事非农劳动时间和外出从业时间之和 （日），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为家庭成员农业生产经营投工量

（日）总和；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

训、家庭经营主业、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

人口和村庄人均纯收入；回归模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２．信息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
表７汇报了信息技术进步对农户收入的动态影响，所用模型为匹配倍差

法。９结果显示，２Ｇ和３Ｇ移动网络接通对农户总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手机信号、２Ｇ和３Ｇ移动网络接通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
响程度在减弱；而对农业收入来说，从手机信号、互联网再到２Ｇ、３Ｇ移动
网络，信息化对农业收入呈现了从负向影响到无影响的转变。这一结果与本
文理论机制的分析一致，即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
需求，从而逐渐削弱了由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业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
随着２Ｇ、３Ｇ信息传输速度的提升，信息化对农户总收入的正向影响大幅提升。

这说明，信息化对农业收入的负向影响只是暂时的，将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

表７　不同信息工程接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手机信号 －５２．５１８
（３０４．２７８）

９１４．８４６＊＊＊

（２３４．３６０）
－２８０．５１３＊＊

（１３２．２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９ 本文针对各项信息工程的匹配均通过了平衡性和共同支撑检验，篇幅所限，文中没有给出检验结果。



第１期 朱秋博等：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 ２５１　　

（续表）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１７７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１

观察值 ８　８５４　 ８　６２２　 １０　１２８

互联网 １１７．８７６
（２３９．６６５）

－１６９．７８０
（１３０．８６５）

－１４７．３４０＊＊

（７０．３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８　 ０．０２６

观察值 ８　４７１　 ８　０９７　 ９　７６３

２Ｇ移动网络 １　４４２．８３２＊＊＊

（３４３．３６３）
４７３．１３２＊＊＊

（１８１．８６９）

－１７７．９５０
（１２９．１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２３６　 ０．２８４　 ０．０２０

观察值 ８　８７７　 ８　１７１　 １０　０７９

３Ｇ移动网络 １　３０９．１８７＊＊＊

（２４８．５４４）
３６１．６１１＊＊

（１５１．０２５）

１６８．７６０
（１０９．１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１９９　 ０．２６３　 ０．０３０

观察值 １１　５０５　 １０　３９４　 １２　７４７

　　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 、受教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家庭经营主业、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村庄人均
纯收入；回归模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３．持续影响
本文进一步检验信息化对农户增收效应的持续性影响。我们将村庄信息

化综合水平分别滞后１—４期，并用工具变量法将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工资
性收入和农业纯收入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化的三期滞后变量对农户人
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第四期影响消失；而对农业纯收
入来说，前两期滞后变量均显著为负，但在第三、四期变得不再显著。１０这说

１０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展示模型结果，作者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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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息化会持续促进农户增收，存在较大的正向累积效应，且对农业收入的
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直至消失。

（二）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１．总体影响
表８汇总了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信息化综合

水平对低、中、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且边际影响呈递增趋势，但对三个收入组农户人均农业纯收入的影响没
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信息化总体上加剧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我们
将村庄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农户收入差距的度量指标进行再次检验，结
果仍显示，信息化加剧了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１１

表８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

自变量：信息化综合水平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低收入组 ６７９．１３３＊＊＊

（５７．６７０）

３８７．７７７＊＊＊

（５６．９３５）

６８．４０１

（７５．０２５）

中收入组 ２２０２．２＊＊＊

（１２４．４５２）

８４７．８０９＊＊＊

（１２４．５８４）

１６７．７８５

（２１７．２２６）

高收入组 ３　８１８．７２７＊＊＊

（６６２．０３５）

１　７８８．８７２＊＊＊

（３２６．９０４）

－５１０．６６５

（７７１．９５６）

　　注：表中结果为信息化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影响系数的结果汇总；表中各模型均通过了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Ｆ 检验；所有模型均包含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农户固定效应、户主性别、年 、受教

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家庭经营主业、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

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以及村庄人均纯收入；回归模型均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份层面）。

２．分区域
本文进一步分区域检验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文献表明，信

息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存在着 “倒Ｕ形”特征 （Ｈｏ　ａｎｄ　Ｔｓｅｎｇ，２００６；程名
望和张家平，２０１９），即收入差距随着信息化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目前，虽然
本文数据不能直接检验信息化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否也存在着 “倒 Ｕ形”
关系，但可以检验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信息化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是由于，
若信息化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 “倒 Ｕ形”关系，那么可能会率先在
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越过 “倒 Ｕ形”拐点。结果如表９所示，在东部地
区，信息化仍然加剧了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并不能
排除 “倒Ｕ形”关系的存在，只能说明即使存在，信息化与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的关系在样本期间也还处在 “倒Ｕ形”曲线左侧，未来还需进一步检验。

１１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展示模型结果，作者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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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信息化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

自变量：

信息化

综合水平

人均纯收入 人均工资性收入 人均农业纯收入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低收入组 １４１７．４４４＊＊＊

（２０６．０７８）

６７６．５７６＊＊＊

（５７．６３１）

２９３．０９２＊＊

（１２５．７６０）

－１０７．７３４

（１２５．０２２）

２１．９２１

（７８．６７０）

２６．４９１

（９６．７８１）

中收入组 ２３４１．８３６＊＊＊

（６７４．７４７）

１９４７．８７６＊＊＊

（１２１．８０１）

８０６．１４５＊＊＊

（１５９．７５１）

７１４．２８６＊＊

（２５８．３００）

－２３４．６８３＊＊

（１０９．７２１）

６７４．７７７

（４３１．７２２）

高收入组 ６　７３２．２３２＊＊＊

（１　２８５．９３５）

３　６８０．２２４＊＊＊

（１　０８３．６５０）

１０．２４２

（８１１．３６６）

１　０２８．５８８＊

（６１８．８３０）

－３６．９６０

（７１７．４６２）

５６．３１０

（５４５．６９８）

　　注：表中结果为信息化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影响系数的结果汇总；表中各模型均通过了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Ｆ 检验；所有模型均包含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农户固定效应、户主性别、年 、受教

育年限、乡村干部身份、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家庭经营主业、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人均

耕地面积、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距离、村庄人口以及村庄人均纯收入；回归模型使用了聚类标准误 （省

份层面）。

五、稳健性检验

（一）反向因果关系检验

为检验村庄信息工程建设是否受单个农户收入或者村庄经济水平的反向
影响，我们将村庄人均纯收入分别对村庄信息化综合水平、手机信号、互联
网、２Ｇ、３Ｇ移动网络接通与否进行回归，对收入分别采用了当期和滞后一期
处理。结果显示，村庄人均纯收入对四项信息工程的接通均没有显著影响１２，

排除了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说明本文匹配倍差法的结果是稳健的。

（二）户级信息化工具使用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带来影响还需要农户终端设备的使用，进一步建立农
户信息化工具使用模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信息化的影响。本文使用固定观察
点数据中 “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变量以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样本数据子集对农
户收入及收入差距进行再次检验，结果与村级信息化的影响一致。１３需要说明
的是，由于户级信息化工具使用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反向因果关系，

且户级层面因多元信息来源导致的遗漏变量等问题均会显著加剧内生性处理
难度，本文受限于数据未能处理户级层面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这一检验仅

１２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展示模型结果，作者可提供。
１３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展示模型结果，作者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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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户级信息化工具使用影响的初步结果，以及与村级信息化影响结果的
比较，未来仍需进一步考察。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数据以及信息化补充调研数据，
本文结合工具变量法、匹配倍差法等方法，在微观农户层面研究了信息化对
农户收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对农户人均纯收入
和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农业纯收入具有负向影响。这是因
为信息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使得农户的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显著
减少，农业生产在整个家庭经营中的比重降低。同时，信息化对农户收入的
影响呈现动态变化，即随着信息技术变迁，信息化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负向影
响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且信息化的增收作用具有较大持续性和正向累积效应。
虽然信息化促进了农户增收，但同时也由于农户之间的信息利用能力差异加
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仍然如此。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第一，继续加快推进农村信息
化建设，以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持续增收效应；第二，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和培
训投入，切实提高农户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注重信息化带来收入增长
效应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均衡，逐渐解决农户因有条件但没有能力所导致的
“数字鸿沟”和收入差距；第三，不必过多担心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可能造
成的负面影响，随着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农业收入的抑制作用逐渐消失，未
来应在继续完善信息化设施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业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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