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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完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落下帷幕。但要完成全面脱贫任务,中国
仍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本文依据我国的金融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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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verty Reduction Based on Inclus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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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2020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China’s task of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has come to an end. However, China still faces certain challenge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eradicating
pover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China’s financial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ratt & Whitney’s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pa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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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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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模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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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pov、ind、pgdp、ig、urban、edu、
open变量在原阶为平稳数据,非平稳变
量is、fs在一阶差分后为平稳数据。
2.3 F检验

povit = α 0 + β 1indit + β 2 pgdpit
+ β 3igit + γ Xit + μ i + ω t + ε it

的情况下,经济水平指数上升1%,贫困率
下降0.073483%,说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贫困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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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F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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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edu)、财政支农水平(fs)、经济开

其中SSEr代表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

放水平(open)；μ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

平方和,SSEf代表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

固定效应,ω表示不可观测的时间固定

平方和,N代表截面数,K代表解释变量

效应,ε为误差项。

数,T代表时间序列数。

( SSEr − SSEf ) / ( N − 1)
F=
SSEf / ( NT − N − K )
~F(N-1,NT-N-K)

(2.1)

利用公式(2.1)计算出F值,并与F分

反之,则选择混合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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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化水平(urban)与贫困发生
率(pov)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0.92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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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发展,实现城乡间资源的合理分

指标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

配,同时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归结果如表4.1所示。

会,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促进
贫困减缓。

表4.1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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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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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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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水平(fs)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
重视程度,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可以促

我们还需考虑个体效应是否与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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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多元化普惠金融体系

贫困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同时

构的服务成本。同时利用互联网拓宽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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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储蓄、信贷、保险等直接金融服

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前提。

务。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
况,与银行合作,探索符合当地发展的扶

5.3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
发挥普惠金融的间接减贫作用

6 结语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发展模
式,在推动贫困减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贫政策,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实施优惠政

加大普惠金融对于特色农业的产业

用。实现全面脱贫任务,任重而道远,我

策等,鼓励银行机构面向贫困群体提供

支持,构建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业产业链,

们还需不断借助普惠金融的力量,创新

普惠金融服务,促进贫困的减缓。

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实现“造血式”扶贫,

发展,共同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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