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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data of 1978-2012, we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e get that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Jilin province is growing rapidly,
the urban disposable incomes and the rural residents’ pure income are both high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national average levels, but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as enlarged
trend constantly. Based on the quantifiable of the index, we select 11 measurable attribut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build the Distributed Lag Models and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attributes and their relations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support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from the multi-side and multi-view. In rural areas,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and raise th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djust income
distribution reasonably. Otherwise, the expansion of the income gap will lead to a vicious cycle of
“income inequality-the recession-income inequa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 and analysis, we
are given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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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1978年~2012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度数据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行了比
较分析，分析得出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都在迅速增长，吉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指标的可量化性选取11个影响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可测指标，建立了分布滞后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影响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各因素
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政府必须
从多方面多角度提供相应政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要加大新型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衰退–收入不
均等的恶性循环。根据模型结果及分析给出缩小吉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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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和
社会结构，导致在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
入差距越大，越有可能导致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发生。随着吉林省经济不断的快速发展，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得尤为紧迫。
收入差距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早期的研究通常通过建立单方程模型来处理，而现实的社会经济现
象往往错综复杂，规律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靠单方程描述不够，需要考
虑用一组方程加以说明，所以近年多通过联立估计方程来研究经济问题。Lundberg 和 Squire (2003) [1]建
立联立方程，同时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在现实
的经济现象中，经济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自身前期或其它指标当期或前期的影响，因此需要将滞后
变量引入方程来解决指标的滞后影响。陆铭和陈钊(2005) [2]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
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龙翠红(2011) [3]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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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8 年我国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教育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
型相结合可以很好的解决单方程和滞后变量的问题。
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联立方程模型与分布滞后模型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影
响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建议。

2.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可归纳为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可归纳为：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得到的转移性收入，以上四类
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四种来源在统计口径上基本一致，可进行比较。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使用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文章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研究城乡的收入差距。

2.1.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并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数据上来看，1978 年吉林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0.2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82.00 元；截止至 2012 年，吉林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为 20,208.04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为 8598.17 元，二者分别增加了 70 倍、
47 倍，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之快。
由图 1，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大致相似，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1993 年，收入水平幅度变化不大，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
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第二阶段是 1993~2000 年，吉林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速加快，其中 1994 年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较前一年增长了 36%，1994 年吉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增长率较前一年增长
了 32%，8 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26.60 元增长到 6280.00 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 784.00
元增长到 2253.40 元，分别增长了 3.1 倍和 2.9 倍。出现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吉林省经
济蓬勃发展，各类企业成长迅速，从而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阶段是 2000~2012 年，这
一阶段居民收入水平以 10%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并有持续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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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income in Jilin Province
图 1. 吉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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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吉林省城乡收入绝对差增大但收入比相对稳定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吉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大致相同的趋势增长，但是由于城镇和农村
各自的增长基数不同，增长的速度也有所差异，因此二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二者的绝对差可以
看出，从 1978 年的 235.93 元到 1992 年的 1222.17 元，2000 年的 3146.25 元到 2012 年的 14,403.11 元，
前后相差 14,167.18 元，增长的倍数分别是 5.1 倍，2.6 倍和 4.5 倍。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以指数的形式增长。而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折线可以看出两者之比则渐趋稳定。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率先得到改革，国家也相应提高了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以及加大了对农民的
扶持力度。而城镇改革相对滞后，收入变动相对不明显。因此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收
入比从 1978 年的 1.59 变为 1984 年的 1.03。1985 年，城镇开始进行改革，城镇经济进入发展时期，到
1990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都趋于平稳。1992~1995 年，新兴的第三产业异常活跃，并且大量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进入 21 世纪后，城乡收入比最高上升到 2.77，在城乡
居民收入较平稳发展的背景下，两者的绝对差却不断增大。

2.3. 近 10 年吉林省城镇收入的相对水平比农村高
从 2001 年~2012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都要比我国平均
水平高。并且，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 2 倍。如图 3 所示。特别是 2003
年~2010 年，吉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的 2.6 倍，而吉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与
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一直处于 0.9~1.1 倍之间。

3. 吉林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究
下面我们结合运用分布滞后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1. 分布滞后模型
3.1.1. 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
滞后变量是指过去时期的、对当前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把滞后变量引入回归模型，这种模型称
为滞后变量模型。如果滞后变量模型中没有滞后因变量，因变量受到解释变量的影响分布在变量不同时
期的滞后值上即得到分布滞后模型[4]。
本文采用由 Mitchell 和 Speaker (1986) [5]所给出的分布滞后模型，
其形式为：
n

yt =
α + ∑ βi xt −i + µt
i =0

这里 y 表示被解释变量， x 表示解释变量， i 表示滞后期， xt −i 是滞后 i 期的外生变量， βi 表示滞后 i 期
的 x 对 y 的影响， α 和 µ 分别表示常数和残差。
3.1.2.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与几何分布滞后模型和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比较，Jorgenson (1966) [6]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DL)应用更加广泛。其基本表达式为：
n

yt =α + φ1 yt −1 + φ2 yt −2 +  + φ p yt − p + ∑ βi xt −i + µt
i =0

式中， xt −i 是滞后 i 期的外生变量，且每个外生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n ，在进行分布滞后模型参数估计
时，需要先确定滞后阶数 n ，然后再确定参数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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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Jilin Province
图 2.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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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omparison the income level between Jilin Province and the national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图 3. 吉林省与全国城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

3.2. 联立方程模型
单方程模型用于揭示单个被解释变量受多个解释变量影响形成的因果关系，它适用于只有单个规律
现象的研究。而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往往错综复杂，规律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独立
的系统，单靠一个方程描述不够，需要考虑用一组方程加以说明，即联立方程模型[4]。
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称为结构式模型，其一般形式可记为： BY
= AX + ε
式中， Y 是 p × n 维( p 代表模型中内生变量总数， n 是观测量)内生变量矩阵； X 是 q × n 维( q 代表
模型中先决变量总数)先决变量(外生变量与滞后内生变量的统称)矩阵； ε 是 p × n 维随机扰动项矩阵；另
外， B 和 A 分别为 p × p 维和 p × q 维系数矩阵。若 B 是非奇异矩阵，则

Y=
ΓX + U

(1)

式中 Γ =B −1 A ； U = B −1ε ，则式(1)称为联立方程模型的简化式模型。

3.3.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和数据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吉林省的具体情况，同时考虑到指

213

张桓森 等

标可量化的程度，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府政策等角度分别选取了 11 个指标。刘耀森(2012) [7]用人
均 GDP 增长率(GDP)考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INGR)的影响；曹裕(2010) [8]用城市化水平(URB)表
示人口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陈安平(2010) [9]认为国家政策因素即财政支农比例(AGRI)对城乡收
入差距有相应影响；刘星(2012) [10]在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时将城乡投资比例(UARI)作为变量进行研究
分析；傅振邦(2012) [11]认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的比值(INDR)，可代表二元
经济(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体制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选取的数据是从历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和《中国人口年鉴》
中查找并经过相应计算得到的 1995~2012
年数据。

3.4. 模型建立
通过以上分析，建立人均 GDP 增长率(GDP)、城市化水平(URB)、农业支出比例(AGRI)、城乡投资
比例(UARI)、产业(INDR)比对收入差距(INGR)的回归方程：

INGR =
α 0 + α1GDP + α 2URB + α 3 AGRI + α 4UARI + α 5 INDR + ϕ

(2)

在以往的研究中，
杨露(2013) [12]认为通货膨胀率(INF)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杨永兵(2012)
[13]在研究中表明产业结构(INDR)对人均 GDP 产生影响；范嵩(2011) [14]在其研究中表明消费水平(EXP)
与 GDP 有关联关系；杨盛菁(2011) [15]认为教育水平(EDU)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关系；曹裕(2010) [8]在
其研究中也对城市化(URB)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阐述，因此建立人均 GDP 增长率(GDP)的回归模型：

GDP =+
β 0 β1 INF + β 2 INDR + β3 EXP + β 4 EDU + β5URB + δ

(3)

国内研究者李红(2013) [16]和刘冬平(2013) [17]等提出居民收入会受到消费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且
对于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受到过去时期的消费和收入的影响，特别是受到
过去时期较高收入、消费的影响。当已经达到了某种较高消费水平后，即使收入水平下降，但仍想保持
Table 1. Indicators of model variable
表 1. 模型变量指标
变量名

变量描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INGR)

人均 GDP 增长率

(GDP，单位：%)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例(URB，单位：%)

农业产出比例

农业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AGRI，单位：%)

产业比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第二、第三产业和之比(INDR)

消费水平

人均生活消费水平(EXP，单位：千元/年)

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INC，单位：千元/年)

城乡投资比例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之比(UARI)

通货膨胀率

(INF，单位：%)

教育水平

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单位：年)

文教支出比例

文化教育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CAES，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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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达到的那种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现象成为消费的“不可逆性”。因此消费水平(EXP)回归模型是自
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回归模型为：

EXP = γ 0 + γ 1 ∑ INGR + γ 2 EXP ( −1) + γ 3 INC ( −1) + χ

(4)

这里 ∑ INGR 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的和，滞后项需要定阶。
金双华(2003) [18]在研究中表明，教育程度又受到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的影响，用文教财政支
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CAES)表示，城市化(URB)在理论上有利于发挥教育的规模效应，因此也有利于提
高人均受教育程度，根据上面的分析有教育水平(EDU)模型是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回归模型为：

EDU =
ε 0 + ε1 ∑ INGR + ε 2CAES + ε 3URB + θ

(5)

将方程(2)、(3)、(4)、(5)组成联立方程，进行求解。

3.5. 模型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3.5.1. 确定分布滞后模型滞后项的阶数 n
对于联立方程模型，当不同方程的外生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 n 不同的时候，如果进一步变化某一个
方程的 n ，其他方程的拟合状态都会同时发生变化，因此，Mitchell 和 Speaker (1986) [5]提出的根据模型
的残差平方和与自由度之比最小化原则来确定 n 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由于不同的分布滞后项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性，确定外生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的思路如下：当分布
滞后项方程的阶数 n = 2 时，进一步加入 n = 3 的分布滞后项，如果出现前面的分布滞后项变得不显著，
则说明高阶的分布滞后项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就可以把 n = 3 作为分析的起点，根据分布滞后项的
显著性 p 值逐个去掉最不显著的分布滞后项，
直到最高阶的分布滞后项都至少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止[19]。
本文运用 Eviews6.0 软件，经过模拟确定消费方程当中包含了消费的滞后 1 阶、收入差距的滞后 2
阶和 5 阶、人均收入的滞后 1 阶的分布滞后项，教育方程中包含了收入差距的滞后 1 阶和 4 阶的分布滞
后项。
3.5.2. 联立方程的估计
联立方程模型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直接用 OLS 法求其参数的无偏和一致估计量[4]。这里采用系统估
计方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参数估计。
如果联立方程残差之间不仅存在跨方程相关，还存在方程内的相关，即方程右端含有内生变量时，
由似无关估计不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此时，可以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得到参数的一致且有
效的估计。具体步骤为：
第一阶段，先估计联立模型的简化形式，计算内生变量的拟合值带入方程中，进而得到所有方程的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第二阶段，由每个方程的残差值估计出方程间残差的方差与协方差矩阵；
第三阶段，由广义最小二乘法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及方差与协方差矩阵。
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6.531 + 0.004GDP − 0.061URB + 0.035UARI − 0.044 AGRI − 5.127 INDR
 INGR =
GDP =
−70.452 + 0.834 INF + 8.966 INDR − 0.360 EXP + 9.616 EDU − 0.142URB


 EXP =−0.105 + 0.270 EXP ( −1) − 0.068 INGR ( −2 ) − 0.123INGR ( −5 ) + 1.200 INC ( −1)
 EDU
= 3.107 − 0.584 INGR ( −1) − 0.392 INGR ( −4 ) − 0.040CAES +0.100URB

(6)
(7)
(8)
(9)

由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和实际基本相符合；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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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8%，99%和 95%，估计参数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参数的显著性检验。上述结论表
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方程(5)中，经济增长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正面影响，但影响效果
不是很显著。城市化水平、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起
到了负面的影响。根据研究，城市化率较低、农业财政支出不到位情况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面影响，
从系数来看，其两项指标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但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
大，说明在不考虑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前提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
居民的收入差距[20]。这就意味着，在吉林省当前情况下，增加农业产出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主要是要引进新技术，使用新方法，发展新农业。
在方程(6)中，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作用，因为 GDP 的增长可以适当刺激通货膨胀
率；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面影响。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不太明
显的负面影响，并且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负面影响，这是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大量农村
人口涌入城镇，在就业环境、资源配置、能源效用等方面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的作
用。这启示我们在加快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各方面的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不能盲目追求
单方面的高速发展。
在方程(7)中，可以看到前期人均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一样，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生活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并且还能够看出，前一期的生活消费对居民生活消费
起到正向的影响。
在方程(8)中，可以看到收入差距对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很大的负向影响，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提高整
体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没有使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得到义务
教育的机会，因此从我们的分析结果看这个指标对受教育水平有不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城市化使得更
多的人从农村走向城镇，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方程显示了城市化对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有正向推动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教育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现阶段，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经济过快增长却不利于缩
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就使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这也暗示着吉
林省政府在目前阶段需要平衡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鉴于吉林省现阶段情况，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单向力量，必须是在经济基础上，采取相应辅助措施缩小收入差
距。

4. 政策建议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吉林省现阶段维持经济的增长是以高
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的，理论上降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减缓或抑制作用，
但是并不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本质措施。如果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不仅能够
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受教育水平，更有利于经济速度的快速增长。相反，如果任由城乡收入差
距继续扩大，那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加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衰退—收入不均
等的不良循环。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吉林省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
根据前面的模型分析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 群体的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加重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各方压力。工业化进程也同样制约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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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粮食优势的发挥，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同样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中，
小城镇的居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大中城镇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小城镇公共服务建设仍然由乡镇财政负
担，这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中相对富裕的家
庭到城镇发展并且定居，而文化程度低、没有专业技能的贫困人群则长期留在农村。这又促使了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在生产机制自发调解下，资本从农业向工业流动，结果形成了对工业的投资
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农业资本转为工业资本[21]。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
还需同时兼顾到弱势群体。
2) 农业政策的调整。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长期分化所带来的后果，一旦形成，就很难依靠单一力量
来消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财政支农比率，尤其是对农业新技术、新领域的支持，增加对于农业尤其是
农业创新发展的投入。因此政府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出，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
逐步增加。另一方面也要调整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支出，引导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
三产业，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上资金从农村流入城镇，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马太效应”，高素质人才
的流动同样如此，高校的毕业生首选的就业方向都是城镇，很少问津农村的资源需求[21]。
3) 合理的再分配。在保证吉林省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可以
通过宏观调控合理调节社会的分配格局和分配关系，用经济手段对过高收入加以限制，对低收入阶层的
收入和福利进行提高。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与税收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
刺激农村居民进行消费。
4) 提高素质，公平教育。逐步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吉林省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统筹
全省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等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省市、县乡(镇)、村及重点地区的一体化信息网
络服务体系，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意识，开展各种技能讲座和培训等，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增强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更好地融入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浪潮中去。劳动力素质越高，在劳动力市场
上就越具有竞争力，面临的就业机会越多，获得就业岗位的能力越强，所能获得的劳动收入越多[21]。另
一方面，政府应针对不同层次农民和各类专业户的需要，充分发挥现有农林院校和科研机构等部门的积
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持续为农民提供科技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帮助农民掌握专业知识和
专业技能，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意义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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