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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收入型贫困扩展到支出型贫困袁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被纳入社会救助体系遥
囿于贫困家庭表现的多元及制度设计的相对滞后袁 基层救助政策的实施及其资源分配出现
了问题遥根据福利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理论视角袁运转良好的社会福利救助应该为不同家庭提
供差异对等救助袁即救助资源应该更多地向收入更少尧支出负担较重的贫困家庭倾斜袁实现
救助资源的精准分配遥 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即是对救助对象的精准识别和救助资源的精准
分配新要求的回应遥新形势下袁对救助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检验成为政策研究和福利效应评估
的重要内容遥为了对现行低保救助制度资源分配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检验袁本研究使用贫困家
庭基本生活状况问卷调查数据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尧门槛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遥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袁贫困家庭的收支结构中袁家庭工资性收入对低保救助分配金额
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曰家庭基本生活支出尧教育医疗支出对低保救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曰
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袁低保救助资源更多地向收入更低的家庭倾斜袁但倾斜覆盖的低
保家庭比例较低袁政策倾斜力度不够袁低保救助制度的资源分配远不能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基
本需求遥值得关注的是袁低保政策的实施并未对支出较高的家庭给予资源分配上的倾斜遥当
前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更多是以收入为主要标准的差额救助袁 在救助资源分配上对家庭刚性
支出的考量仍然不足遥 在社会救助中应综合考虑贫困家庭的收入和支出袁以此为基准袁完善
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制度袁具体包括院将家庭收入尧刚性支出同时纳入审核范畴曰将家庭多样化
需求与救助资源进行类别匹配袁提升各类救助的综合成效曰加强救助资源分配的统筹监管和
动态评估袁促进救助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曰促进救助资源的类别创新袁开展多维度救助模
式袁提升救助成效曰加强社会救助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袁打造物质帮扶与专业服务相结合的
新型救助模式袁提升救助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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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贫困及其社会救助已经逐渐从收入型贫困扩展到支出型贫困袁 支出型贫困日益引起关
注遥从致贫根源来看袁支出性贫困主要包括教育尧医疗等刚性支出遥以因病致贫为例袁根据国务
院扶贫办摸底数据显示袁截止 2013年底淤袁因病致贫尧因病返贫贫困户有 1256万户袁占建档立
卡贫困户总数的 42.4%袁接近贫困户的一半曰在各种致贫原因中袁因病致贫在各地区都排在最
前面[1]遥除了疾病外袁教育尧养老尧住房等刚性支出是造成支出型贫困于的最主要因素遥收入本就
低下的生存状态下袁贫困家庭不仅需要承担因病丧失劳动力的压力袁还要肩负起上有老下有
小的抚养负担遥 生活成本尧医疗教育等经济支出的冲击袁加剧了家庭贫困的脆弱性遥 支出导致
贫困袁贫困恶化家庭医疗尧教育尧养老方面的状况袁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2]遥

为使收入贫困尧支出贫困家庭脱离困境袁国家提出战略性扶贫方针遥 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渊2011要2020冤曳渊以下简称纲要冤提出野到 2020年要实现贫困对象不愁吃尧不愁穿袁保障其
基本义务教育尧基本医疗冶的目标遥 习近平在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袁中国扶贫攻坚
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遥 想要精准实施扶贫脱贫袁达到扶贫纲要中的目标袁就要求精准实施各
项社会救助政策[3]遥 通过城乡低保政策兜底袁编制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袁实现贫困家庭
基本生活保障全覆盖[4]遥 李棉管认为袁制度化的救助政策袁要求野精准识别冶贫困对象并实现救
助资源的野精准分配冶袁这也是实现野精准扶贫冶的前提保障和内在要求[5]遥 其中袁贫困对象野精准
识别冶的目的是如何准确甄别出需要救助的贫困对象袁回应的主要问题是野将蛋糕分给谁钥 冶遥
救助资源的野精准分配冶指的是在甄别后的救助对象中袁如何有效分配救助资源袁关注的核心
问题是野如何分配蛋糕钥 冶遥前者涉及的是如何科学有效地界定救助范围袁后者关乎的是救助资
源的内部分配效率遥

如何实现资源的野精准分配冶是社会政策的焦点袁也是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遥 低保救助作
为一项瞄准性政策袁救助资源的分配方式已经从依据某一个标准实行整齐划一的分配模式转
变为根据贫困对象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情况实行差额救助的分配模式遥 从低保制度的
设计安排看袁2012年民政部颁布的叶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渊试行冤曳的通知明确规定袁政
策实施部门依据家计调查来判断是否应该将低保申请者纳入救助范围袁然后综合考虑救助家
庭经济状况和需要来进行救助资源的分配袁最终确定救助金额袁实施野差额救助冶遥 毫无疑问袁
贫困家庭的收入与财产等经济状况对获取的低保救助资源高低起重要作用盂遥 这种只以家庭
经济收入和财产作为救助资源分配的标准袁很容易在政策实施中导致一个悖论院即如果一位
重病且家贫如洗的求助者与一位身体康健只是家境贫寒的求助者所得到的是同等救助金额袁
很难说这样的救助资源分配是合理的[6]遥 可见袁忽视家庭医疗支出水平的低保执行标准可能无
法保障部分大病重病尧残疾等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袁使得低保金野全面兜底冶的基本功能部分
丧失袁减弱了低保政策的救助成效遥 随着救助分配问题的凸显袁在各地方民政部门努力下袁支
出型贫困家庭逐渐被关注遥 低保救助制度设计也顺应现实性需求袁对教育尧医疗尧赡养尧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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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导致贫困的家庭给予关切遥 各地扎实推进救助的精细化管理袁对贫困群体实行分类救助
并按照分类原则增加救济金遥 力求通过低保政策兜底袁做到兼顾一般尧突出重点尧分类施保袁将
有限的资源有效地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4]遥

随着贫困界定及社会救助的拓展袁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政策也在持续的发展与演变遥 目前袁
低保制度的分类化差额救助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遥 基于对政策实施的反思视角袁低保救
助制度的评估和检验这一核心议题受到关注遥其中袁资源分配成为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遥基于
此袁以下问题被提出院哪些因素在救助资源分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钥 如何评估低保救助资
源分配的效应钥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效应带来的救助成效如何钥上述问题的解决袁对于提高低保
救助政策的精准性与针对性袁科学完善低保救助分配政策袁防范救助谬误袁促进福利分配的公
平具有重要意义遥 基于这一视角袁本文尝试通过实证数据袁探求低保救助资源是否基于救助对
象不同的生活困境和需求做出有效分配袁为低保救助野精准分配冶寻求新的实证检验视角袁以
期对实现精准化尧差异化救助袁对完善救助资源分配制度有所裨益遥

二尧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渊一冤福利资源分配公平理论
蒂特马斯的社会福利观点指出袁福利资源可以是现金尧实物袁也可以是服务遥 福利资源分配

原则概括为补缺尧制度和工业绩效三种模式遥其中补缺模式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原则袁它具有
救急和临时性的特点袁如救急难性质的福利救助制度[7]遥社会福利资源分配是一种不同于市场与
家庭的再分配机制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院分配的公平与正义遥 关于福利分配公平的研究视角袁争
论最多尧最具代表性的四个平等理论是福利和福利机遇的平等尧资源分配平等尧可行能力平等尧
运气平等遥 孙一平认为袁通过民主平等保证分配领域的平等袁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待人[8]遥 同样袁马
克思的公共产品分配思想强调每个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都有权获得公共资源袁要保护贫困群
体的基本生存权资源遥再分配中不仅要重视分配的平等权袁更要注重分配的效率袁从关注生存权
到关注发展权[9]遥 能满足生存需要的资源是生存资源袁能满足发展需要的资源是发展资源袁生存
资源均等分配与发展资源竞争分配的总和就是社会公正[10]遥 从以上资源分配平等的理论视角
看袁社会救助福利的公平包括两方面袁一是每个公民都有在处于弱势境况下公平获得国家提供
的救助福利资源的权利袁即关注的是是否实现野应保尽保冶袁具体的表现为享受社会福利的公民
在一个国家尧一个地区的数量及占比情况袁即社会福利的受益面曰二是社会救助福利的公平程度
问题袁是指社会福利资源分配是否存在偏向遥 比如袁福利是否向某个群体发生倾斜[11]遥

基于上述福利资源分配的公平理论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基础是社会
公平遥 但是这种笼统抽象的价值理念如何在现实福利实施中得到体现袁即如何在现实制度设
计尧 制度实践中体现福利资源分配的公平袁 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事遥 正如李棉管援引沃克
渊Walker冤的观点袁认为要将社会政策资源毫无偏差地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往往很难实现[5]遥
原因是院受国家尧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尧社会文化尧政治能力尧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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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区在具体政策设计和运行中袁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11]遥具体的困境表现为院首先袁福利资
源的分配应该关注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袁但野众口难调冶的现实表明袁难以将微观个体层面的
个性化需求满足作为社会福利的分配原则曰反之袁设立野众口同调冶的统一分配标准又往往导致
社会福利分配的目标会产生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的结果要要要具有不同贫困程度的人得到的

是相同数量的福利资源[12]曰其次袁依据阿马蒂亚窑森的观点袁个体在外部特征如财富的拥有尧社
会背景尧环境状态等与内部特征如年龄尧性别尧一般的能力尧特定的天赋尧患病的可能性等袁是非
常不同的袁人与人之间本就有强者和弱者之分[10]遥 因此袁福利分配的公平理论如何协调弱者与
强者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袁在满足公平正义原则上袁又能促进弱者与强者之间形成和谐合理
的社会关系袁对于现行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实施都极具挑战遥

面对以上困境袁景天魁尧毕天云认为过去的平均主义在我国行不通袁底线公平福利模式是
可行的选择[13]遥 基于底线公平福利模式的理念袁周谨平提出在现实的救助工作中袁面对不同贫
困类型尧不同贫困程度的对象袁福利资源分配应该遵循一种复合方式遥 即根据不同福利政策的
社会目的和特点袁采取不同的分配原则和标准袁实现实质层面的分配公平及有效性[12]遥其中袁对
社会救助资源分配而言袁基于底线公平的差异对等救助策略袁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遥
具体而言袁就是遵循差异对等原则袁依据不同的贫困情况袁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和人群袁使福利资源得到合理高效配置[6]遥 将以往整齐划一的救助标准袁转变为根据个体实际
贫困状态袁开展差额救助袁既可以保障贫困对象基本生活的同时袁又照顾到教育尧医疗等刚性需
求袁无疑是救助资源分配模式的一个重大进步[14]遥

综上袁福利资源分配的公平理论袁在中国国情下袁从笼统抽象的社会公平正义观具象化为
底线公平的福利理论遥 学者立足现实实践袁依据底线公平理论袁提出以差异对等原则为指导的
低保资源分配的差额救助模式遥 底线公平福利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尧健康权和教育权袁
这些既是公民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袁也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源泉[13]遥这为低保制度的实
施和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袁同时袁也成为检验低保制度分配效应的重要视角遥

渊二冤关于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研究概述
对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研究主要围绕对救助资源分配的检验和改进两方面开展遥 在资源

分配检验方面袁黎民对宏观社会救助资源分配进行了测评袁得出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源分配
的野公平性冶较差的结论[15]曰童星尧王增文认为在宏观区域分配方面袁低保资源应向中西部农村
倾斜袁提高救助标准回应贫困群体需要[16]曰在城乡二元结构分配差异下袁刘明慧认为应该推进
社会救助的城乡统筹发展袁实现救助的区域公平和效率[17]遥 同时袁在微观救助资源分配有效性
来看袁学者们主要分析了低保救助分配存在的不合理结果及其成因遥 如耿羽研究发现农村低
保在实践过程中袁普遍出现了错位分配的问题 [18]曰印子的田野调查发现袁低保政策在执行中出
现偏差曰权力利益网络对低保资源的垄断性侵蚀是其主要原因[19]曰张浩实地调研发现袁某些地
域的低保实施为了规避基层矛盾袁出现低保救助野一刀切冶现象[20]遥 方迎风尧张芬质疑低保救助
制度很可能存在野逆向效应冶袁即个体的贫困状况与低保救助金不相一致[2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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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救助资源分配有效性检验的反思袁为使救助资源得到合理高效配置袁王银春主张
应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边际需求较大的地方和人群袁实行差异对等救助[6]遥 落实到具体的救助
过程袁首先袁对贫困的研究和界定逐渐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支出型贫困袁需要将贫困家庭收入尧
支出尧生活困境等因素纳入到低保差异化救助体系之中袁以家庭各类困境因素为重点袁制定综
合标准袁精准识别不同救助对象[22]曰其次袁围绕收入尧支出等致贫返贫因素构建差异化分类救助
体系[2]曰以收入贫困尧因病致贫尧因学致贫尧因老致贫尧住房贫困家庭政策受益最大化为切入点袁
精准识别需要保障的贫困群众[22]曰对有残疾尧年老尧重病等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给予适当重点救助袁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23]曰实施精准救助和早干预措施袁加强大病
救助尧教育救助[24]遥只有针对这些特殊对象的实际困难袁提供差异化救助服务袁提高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袁才能保障好他们的生活袁提升救助成效[25]遥以上研究可知袁学者认识
到在低保实际执行过程中袁应该把救助资源向因病尧因学等野支出型冶贫困家庭适当倾斜袁平衡
低保实施标准袁最大程度上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遥 尽管有学者提出袁对特殊家庭渊大病尧重病和残
疾家庭等冤提供的救助标准应比普通对象高 250%遥 但这一比例只是一种惯例袁而非科学的结
论袁更不是依据现实数据给出的明确执行标准[26]遥 可见袁关于低保救助倾斜分配的研究仅仅局
限在指导原则和总体思路上袁没有给出一个科学合理的野倾斜冶标准袁更没有涉及到低保制度
分配不合理的本质问题所在遥

除了学术界袁各级民政部门积极修正和调整政策袁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救助范围袁纷纷
出台政策保障支出性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袁特别是对因病致贫等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日益加
强遥 如院2013年叶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渊试行冤曳中明确规定认定标准以收
支差额为依据袁定位于基本生活救助遥 但是袁以上政策的倾斜袁保障的是野吃饭冶问题而非解决
其医疗费用支出遥 叶办法曳还明确规定正在享受低保的家庭不重复享受支出型贫困救助袁受益
对象是低保边缘家庭袁而不是低保家庭遥 这使得那些支出较大的低保家庭袁由于医疗尧教育等
支出较大袁即使享受了低保救助袁仍然处于吃不饱饭的境地遥 基于此袁政府对因病尧因学等致贫
的低保家庭实施低保专项救助袁如 2012年武汉市印发的叶武汉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曳
中明确提出医疗救助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遥 救助类别分为一般住院医疗救助尧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等遥 但是袁医疗专项救助只救助住院治疗费用且有一定限额袁不包含普通的吃药尧打
针等门诊费用遥 此外袁医疗专项救助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困难群体的医疗性支出袁缓解就医压
力遥 以上政策属于野补救性冶的附加政策袁并没有涉及到平衡低保金的分配袁往往是野治标不治
本冶遥 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野全面兜底冶资源分配机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变革遥

此外袁低保资源分配研究中袁学者和政府部门大多将收入尧支出作为两个单独因素分别进
行考察袁多关注收支与低保金额之间的线性关系袁而没有将支出和收入结合起来考虑袁分析其
非线性关系遥 这是因为袁收入与支出对一个家庭是高还是低袁不在于二者的单独状态下的绝对
数袁而在于家庭收支之间的关系院当支出小于收入时袁即使支出很高袁由于家庭拥有较高收入袁
对于家庭而言负担程度并不高曰反之袁当支出高于收入时袁即使支出的绝对数较低袁但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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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家庭的收入而言袁生活负担依然偏高遥 因此袁研究家庭经济情况对低保家庭获取救助资源
的影响时袁不能仅仅考虑收入袁而应当将支出和收入相比较分析遥 现有文献只研究了收入对救
助金额的线性影响袁但是将支出和收入结合起来后袁对低保金额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遥 即当
支出小于收入时袁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袁生活负担相对较大袁收入对于低保家庭资源分配而言将
是一项重要考核指标袁此时袁收入可能成为救助资源分配决策的优先考虑因素袁分配的救助金
额会更多遥 当支出大于收入时袁此时低保救助分配金额可能不会过于聚焦收入水平袁而是更多
的考虑家庭支出尧家庭人口以及其他收入替代指标遥总之袁当支出收入的比较呈现不同情况时袁
在做救助资源分配的决策时所赋予的权重也应该是不同的遥 因此袁随着支出尧收入在每个家庭
中呈现出的变化袁对救助资源分配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袁也就是说袁家庭经济情况对其获得低
保金额的高低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遥

纵观已有的关于救助资源分配的文献研究袁学者从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个案观察两个层
次对社会救助资源分配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袁认为目前救助资源分配较不合理并提出相应的
主张遥 以上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袁但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可能院从研究数据上看袁宏观
层面的研究多使用国家统计年鉴或其他二手数据袁微观层面的研究多使用个案研究或观察研
究获得的经验论据袁较少使用实证调查数据遥 这使得对低保救助资源有效性的检验缺乏一手
调查数据的论证和评估曰从研究方法上看袁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和逻辑归纳的方法袁
较少运用统计模型对当前低保救助分配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分析遥 这使得低保救助资源是否实
现有效分配的研究缺乏定量分析依据和实证结果支持曰在研究思路上袁学者或从财政分配角
度分析救助资源的宏观配置袁或从微观层面分析救助资源的错配以及成因遥 有学者认为应使
用以救助对象贫困情况为主的指标体系评估低保差异化救助的实施成效袁分析低保救助政策
实施过程的有效性袁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27]遥

基于以上考量袁本文将家庭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袁以收入尧支出作为门槛变量袁研究贫困家
庭收支的不同情况对低保救助资源微观分配的门槛效应遥 具体的研究思路是院首先袁立足低保
家庭基本生活调查数据袁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低保救助资源分配的影响因素袁初步分析贫困家
庭收支结构与低保金额之间的关系曰其次袁构建阈值回归模型袁探求低保救助资源是否向那些
收入更低尧支出较大的弱势家庭倾斜袁并计算发生倾斜的具体阈值袁检验救助资源的分配是否
有效遥 然后袁结合研究结论袁提出政策建议袁以期对提高低保救助资源分配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尧
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制度的改进有所贡献遥

渊三冤研究假设的提出
景天魁等提出的福利分配的底线公平理论袁 其含义不再是笼统抽象的社会公平遥 在社会

福利领域袁野底线冶是指社会成员基本需要中的野基础性需求冶袁主要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
需求)尧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和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的需求渊健康需求冤袁这三项需求就是
人人躲不开尧社会又公认的野底线冶遥 野底线公平冶既承认权利的无差别性袁也承认权利的有差别
性遥底线公平福利模式有四大基本原则遥其中袁弱者优先原则主要处理贫富尧强弱之间的关系遥

47



弱势人群处于社会分配的底层袁依据边际效用理论袁相比于一般群体袁对弱势人群的优先救助
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遥 底线公平理论的弱者优先原则倡导袁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
下袁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就应该优先向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倾斜[28]遥 当前的低保制度显示袁对
贫困家庭的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制度的前提要求是对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弱势家庭予以救

助遥分配标准主要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差额补贴制度遥救助金额的计算方法是院差
额补贴额=最低收入标准原实际收入额遥 这个公式蕴含的内在逻辑就是院在最低收入标准相对
稳定的情况下袁家庭实际收入越低袁获得的低保救助金额越高遥 据此袁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遥

研究假设 1院低保救助分配金额对家庭收入更低的家庭具有倾斜性照顾遥
随着单一贫困向多维贫困视角的转变袁致贫因素的多样性表明如果只关注家庭收入袁将无

法准确反映个体的贫困情况遥 随着对贫困定义的拓展袁学术界对贫困的研究逐渐从收入型贫困
扩展到支出型贫困遥 支出型贫困中袁因病致贫是当前造成支出型贫困的最主要因素袁其次是因
学致贫尧因老致贫尧住房致贫等[29]遥 因此袁收入型尧支出型贫困均被纳入救助范围遥 社会福利制度
追求的主要是长期效应而不是短期效应遥 底线公平理论的持久效益原则认为袁要把重点放在满
足社会成员的基础性福利需求上袁强调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尧健康权和教育权袁始终保持一个适
度的福利水平遥低保救助制度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袁对实现底线公平具有根本性意义[13]遥
但是袁随着家庭刚性支出的上升袁表示贫困家庭中的教育尧医疗等支出会挤占家庭食品等基本
生活支出袁造成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得不到有效保障袁生活陷入更加弱势的境地遥 底线福利需
求采取的是野需求决定供给冶的机制[28]袁因此袁在同等的收入水平下袁支出较大的家庭相比支出较
少的家庭袁其体现的刚性需求更多袁获得的救助金额应该更多遥 因此袁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遥

研究假设 2院低保救助分配金额应向家庭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倾斜遥
三尧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渊一冤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曳课题

组于 2014年开展的低保对象基本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遥 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实证材料袁主
要采用多阶段抽样袁根据行政区划资料袁基于中国社会救助水平具有较大区域差异性的特点袁
在具体操作中根据东部尧中部尧东北袁划分为 3个抽样框实行立意抽样袁最后选取中部的 WH
市和 HG市尧东北的 CY市尧东部 SZ市袁再根据每个市的低保抽样框袁抽取辖区内低保家庭中
的户主作为调查对象遥 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1503个袁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以及极端值尧奇异
值袁最后有效样本数为 1142个遥 其中城市样本 592个袁农村样本 550个遥

渊二冤变量选取
1.因变量
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是研究的因变量遥 由于我国城乡低保救助的具体救助政策尧救助标准等

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制定的遥 地方政府在低保救助的财政投入尧救助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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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方面不尽相同遥比如在某些地区袁低保对象救助标准分为一尧二尧三类补助标准袁按照贫困等
级给予相应等级的低保金额补贴遥而其他地方则将收入纳入公式进行核算袁实行差额补助遥有的
地方还为低保救助家庭提供生活补贴袁包括水电补贴尧生活用品尧医保代缴等袁有的地方的低保
救助则不包括这些内容遥 鉴于区域间政府或组织机构在低保救助政策尧救助类别尧救助标准尧救
助水平等的千差万别袁选取课题组开展的城乡贫困居民调查中的野低保名义标准冶袁即低保家庭
实际领到的低保金额袁作为分析的因变量遥问卷中采用野上个月您家庭获取的低保救助金额是钥冶
这一问题进行变量操作化袁考核低保救助资源在每个低保家庭中的分配情况遥由于收入尧支出数
据均为年度数据袁为了统一量纲袁将月度低保救助金额数据乘以 12袁得到年度低保金额数据遥

2.自变量
为考察低保救助是否向那些收入更低尧支出负担较重的贫困家庭倾斜袁检验低保救助资

源分配的有效性袁本文将低保家庭的收入尧支出作为本文门槛效应回归分析的关键自变量遥 关
于家庭收入指标袁问卷中设计了 11个类别来度量低保家庭的收入袁分别是院工资尧奖金渊包括提
成尧补贴等冤劳动报酬收入曰兼职收入渊包括各种临时帮工酬劳等冤曰养老保险渊社会保险机构给
的冤曰退休金渊单位给的冤曰村集体提供的福利收入渊分红尧补贴等冤曰个人农业经营收入曰个体经
商尧办厂等个体经营收入曰出租房屋等财产性收入曰亲友赠予收入曰人情收入曰其他收入遥 线性
回归模型需要考察不同收入结构对低保金额的影响袁需对上述收入类别进行科学分类遥 本文
采取国家统计局渊2013冤关于居民收入的分类标准袁把居民收入分为四类袁分别是院工资性收入尧
经营净收入尧财产净收入尧转移净收入[30]遥 把问卷中所包含的收入项目加总就得到这四大类别
的收入金额袁将所有收入项加总袁得到家庭年度总收入遥

为度量低保家庭支出袁在问卷中设置了 17个支出类别袁分别是饮食支出渊自产食品估价计
算在内冤曰衣着支出渊衣服尧鞋帽等冤曰缴纳房租的支出曰购房首付及分期偿还房贷的支出渊2013
年内冤曰房屋装修保养支出曰水电燃气尧物业尧取暖支出曰家电尧家具尧家用车辆等购置支出曰交通
支出渊上下班交通费袁家用车辆汽油尧保养尧路桥费等袁不含旅游交通冤曰通讯支出渊电话尧上网
等冤曰教育支出曰医疗保健支出渊看病尧买药等袁不扣除报销部分冤曰生产资料支出渊农药尧化肥尧种
子等支出冤曰赡养或抚养不在一起生活的亲属的支出曰自家红白喜事支出曰人情往来支出曰养老
保险及医疗保险曰其他支出遥国家统计局于 2013年提出我国 8类居民消费支出遥本文参考国家
统计局的标准袁把问卷调查中的低保家庭的 17个消费支出重新编码划分为 8类[30]遥 由于低保
家庭的消费支出类别较多袁不利于模型分析袁为了实现科学降维袁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低保
家庭的八类支出做因子分析袁最后抽取三个因子袁具体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遥 根据因子
载荷袁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院基本生活支出因子渊包括饮食尧衣着尧居住尧交通与通讯支出冤尧教
育医疗支出因子渊包括教育尧医疗保健支出冤尧人情交往支出因子渊包括社交与其他支出冤遥 为了
实现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的分析袁计算出具体的低保救助发生野偏斜效应冶的门槛值袁故不能直
接采用因子得分进行回归分析遥 本文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袁将每一个因子涉及的支出项进行
加总袁最后得出低保家庭的三类支出袁即院基本生活支出尧教育医疗支出尧人情来往及其他支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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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部支出类别加总袁得到低保家庭年度总支出遥
表 1 低保家庭消费支出的因子分析

3.控制变量
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认为袁 对贫困的识别除了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等家庭经济维度外袁

还要考虑个体生活所在的家庭人口规模等相关家庭特征[21]遥 因此袁本文纳入低保家庭住房面
积尧低保家庭人口数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遥 目前袁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袁
各地社会救助无论从救助水平还是救助程度均呈现较大差异袁区域因素对城乡救助金额分配
具有较大影响遥 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袁救助金额分配的制度设计和救助水平均呈现城
乡差异遥 因此袁为了剔除社会文化差异对救助金额分配带来的差异性袁尽可能地分析微观层面
受助家庭收入与支出等弱势因素对城乡救助资源分配的影响袁本文将城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模型遥 为了便于进行回归分析袁城乡为虚拟变量遥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院

表 2 主要自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渊N=114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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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门槛回归模型的构建

由于普通多元回归分析只能分析出哪些因素与低保救助资源分配之间的关联性袁却无
法分析出低保救助资源是否向那些经济收入较低尧 支出负担更重的家庭发生救助倾斜袁更
没有办法得出在哪个阈值下低保救助资源产生倾斜袁带阈值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很好的解
决了这一问题遥 该模型由计量经济学家 Hansen 提出袁以家庭收入状况为例袁具体形式如式
渊1冤所示遥

yi =
a1

0 +a1
1 Si +

N

j=3
移a1

j xi,j +着i 着i ~N渊0袁v1冤;若 Si <S*

a2
0 +a2

1 Si +
N

j=3
移a2

j xi,j +着i 着i ~N渊0袁v2冤;若 Si逸S*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1冤

yi代表第 i个家庭所获得的低保救助分配金额曰 Si是阈值变量袁 与其他解释变量不同袁其
对被解释变量 yi的影响在不同的状态下存在差异院当以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时袁从渊1冤式可
以看出袁家庭收入对低保金额的影响存在着两套机制院机制 1下袁即家庭收入状况小于阈值水
平时袁这些家庭可视为更低收入贫困家庭袁其经济收入状况对低保金额的影响为 a11渊上标为机
制1冤曰机制 2下袁即家庭收入状况高于阈值水平袁这些家庭可视为较高收入家庭袁其经济收入状
况对低保金额的影响为 a21渊上标为机制 2冤遥若 a11屹a21则表明现行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对不同收

入状况的家庭的保障程度是不同的遥更进一步说袁如果 a11跃a21则说明收入状况较低家庭领取低

保金额中发挥的作用要高于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袁 即低保资源分配更多的向低收入家庭偏
斜袁否则证明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对较低收入家庭的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遥 另外袁如果存在
偏斜效应袁对照阈值水平渊S*冤和描述性统计所示的家庭经济状况袁可以更进一步判断这种偏斜
效应究竟覆盖了哪些样本家庭袁据此确定这种资源分配的偏斜的力度究竟有多大袁政策制定
者是否需要调整资源分配倾斜的力度遥 当以支出作为阈值变量时袁同样采取类似的思路分析
政策是否对某类高支出家庭存在特殊照顾遥

关于模型估计问题袁 普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较为简单袁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即可
渊OLS冤袁然而在渊1冤式中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阈值水平 S*袁OLS显然无法凑效袁因此可行的办法
是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渊MLE冤袁将 S*纳入到待估计参数向量袁然后对式渊2冤给出的对数似然函数
进行优化求解得到式渊3冤院

LL渊兹冤=
j沂渊S<S* )
移-0.5Log渊v1冤- 着2

j
2v1 +

j沂渊S逸S* )
移-0.5Log渊v2冤- 着2

j
2v2 渊2冤

兹赞=argmax渊LL(兹)冤
兹= S*袁a1

0 ,a1
1噎a1

N ,v1 ,a2
0 ,a2

1噎a2
N ,v2嗓 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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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

以往 MLE估计常采用牛顿-拉夫森渊Newton-Raphson冤尧拟牛顿渊Quasi-Newton冤等传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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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求解袁这些方法大多需要求解雅克比向量甚至是海赛矩阵袁而后反复迭代直至收敛遥 尽
管在参数向量维度较小时上述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袁然而当参数维度较大时袁频繁的一二阶
导数求解以及高维逆矩阵都大大增加了优化的计算量袁 同时这些优化算法还存在易陷入极
小值点尧寻优精度高度依赖初始值等问题遥 式渊1冤所采用的阈值回归式参数维度为 2*渊N+2冤+
1袁N为解释变量维度袁参数向量维度远远高于普通多元线性回归袁因此为避免传统优化算法
的问题袁本文将首先使用一种仿生智能优化算法要人工蜂群算法渊ABC冤来完成对式渊2冤进行
全局寻优袁找到一个较优的初值袁然后在此基础上执行 Nelder-Mead算法袁获得最终参数估计
结果遥

ABC方法由 Karaboga提出袁该方法受到蜂群采蜜规律的启发袁由雇佣蜂渊employed冤尧待工
蜂渊onlooker冤和侦查蜂渊scouts冤完成采蜜过程[31]遥 对应到函数优化中袁上述三种蜂群可视为不同
的可行参数解向量袁而蜜源对应适应函数值渊fitness冤曰每次迭代袁首先雇佣蜂按照下述公式率
先生成一组可行解院

Xnew
i,j =Xold

i,j +U1渊Xold
i,j -Xold

k,j 冤
U1~uniform渊0,1冤袁k屹i袁
i=1,噎sizepop渊可行解个数冤
j=1,噎total渊参数维数冤
其次袁待工蜂以一定概率再次更新对应位置上的可行解袁更新概率为院
Pi= finessi

sizepop

i=1
移 finessi

最后袁在一定条件下袁由侦查蜂随机生成可行解以跳出局部最优遥
该算法避免了常用的遗传算法中二进制和十进制间的频繁转化袁也无需利用梯度信息和

海塞矩阵袁具有寻优精度高尧计算量小尧易于操作等多重优点袁特别适合计量领域中较复杂的函
数优化问题遥 尽管 ABC算法在全局寻优过程中表现良好袁但在局部寻优中表现较差袁因此当通
过 ABC发现全局最优解所在野区域冶后袁还需要通过其他算法确定最终解的位置遥 本文将在
ABC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Nelder-Mead算法进行局部优化袁 该算法同样是一种不依赖导数的优
化方法袁通过对 N+1维多面体的扩张尧收缩等操作来来逼近最优解袁该算法在局部迭代寻优效
果较好袁但容易陷入局部最优[32]遥 因此本文将 ABC算法和 Nelder-Mead算法结合来最优化求解
式渊2冤袁正好实现 ABC的全局优化优势和 Nelder-Mead的局部优化优势的互补袁算法流程如下院

Step1. ABC算法初始化袁随机生成一组可行解曰
Step2. 利用雇佣蜂尧 待工蜂和侦察蜂三种操作更新可行解袁 达到一定的迭代次数后终止

ABC算法曰
Step3. 利用 ABC算法下的最优个体作为 Nelder-Mead算法的初始值袁当 N+1维多面体顶

点间的距离小于阈值渊如 tol=1e-7冤时跳出算法袁得到最终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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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袁为了初步探索低保家庭经济收入尧支出及其获得低保救助的基本情
况袁对全部样本进行了单变量和双变量的分析遥 按照低保家庭收入多少由低到高将全部样本
家庭划分为十类袁并计算每类家庭收入尧支出尧低保救助的平均值袁具体结果如表 3所示遥 从横
向看袁贫困对象在收入上城乡差异不大曰但在支出水平上具有较大差别袁除第八类家庭袁其他
城市贫困家庭的支出普遍比农村高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袁农村的低保救助金额比城市低遥
从纵向来看袁低保金额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变化趋势颇为相似袁表明现行低保金额的实际发放
额度着重参考的是家庭收入状况遥 值得注意的第七类的城市家庭和第八类的农村家庭袁支出
在所有组别中最高袁明显超过家庭收入遥 家庭收入和低保所得都远远不能满足家庭支出的需
要袁可能表明现行的低保救助可能无法保障因病尧因学等致贫家庭的基本生活遥 其次袁最低支
出的低保对象分组并未获得最高或者最低的低保救助袁各低保家庭的低保救助额度根据支出
呈现非递进性增加袁各类家庭年均救助金额较为接近袁无显著差异遥 综上所述袁从数据中无法
直观反映出低保政策的执行是否考虑低保家庭的收入尧支出因素而实施差异化的救助遥 为了
评估目前低保救助制度是否对低保家庭收入尧支出具有野偏斜效应冶袁本文进一步运用回归模
型进行分析遥

表 3 不同家庭年度收入尧支出和低保金额渊单位院元冤 N=1142

渊一冤不同收支结构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探究哪些家庭贫困的结构因素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袁 本文构建了三个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袁 模型 1 只考虑收入结构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的影响袁 模型 2
在模型 1 基础上同时考虑支出结构因素带来的影响袁模型 3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袁结果如
表 4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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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低保家庭收支结构对低保金额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院显著度院*p<0.05袁**p<0.01袁***p<0.001遥

从模型 1的回归系数看袁低保家庭经营净收入渊b=原0.064袁p<0.001冤尧转移净收入渊b=0.036袁
p<0.01冤对获取的月低保金额具有显著影响袁即家庭经营净收入越少尧转移性收入越高的低保
家庭其获得的低保救助金额越高遥 在模型 2中袁从回归系数看袁低保家庭基本生活支出渊b=
0.077袁p<0.001冤与教育医疗支出渊b=0.016袁p<0.001冤尧人情支出渊b=0.074袁p<0.001冤都对低保金
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比较收入结构因素的系数可知袁模型 1和模型 2的结果均较不稳定遥
模型 3纳入家庭住房尧家庭人口数尧城乡变量遥 从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 R2=0.287袁可以断定袁第
三个模型可以解释变量渊低保救助金额冤28.7%的方差渊相对较大冤遥 第二袁F=45.587袁p<0.001袁这
说明虚拟假设袁即野低保家庭因素冶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金额没有影响被否定袁即自变量的结
合能明显的预测被解释变量遥 第三袁从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看袁低保家庭工资性收入尧家庭
住房面积对低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袁而低保家庭的经营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对低保救助没
有显著性影响遥 低保救助对象及其家庭经济收入核查难度较大袁依据收入为准的低保救助资
源分配袁主要依据来源于各地所建立的收入财产比对系统袁主要核查低保家庭成员被缴纳社
保的工资信息和家庭住房尧车辆等不动产信息遥 经营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属于临时性收入范
畴袁低保工作人员很难得到确切数据袁使得这两项收入与低保救助资源分配之间不存在显著
关联曰从支出结构来看袁低保家庭生活支出尧教育医疗支出对低保救助金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遥 基本生活尧教育尧医疗支出越高袁代表家庭在人员供养尧子女教育和医疗方面负担较重袁能
够获得更多的低保救助资源曰城乡户籍对低保救助资源分配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袁数据显示袁
在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袁 城市贫困家庭获得的低保救助资源比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对象更多遥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也出现这种结构性差异遥 从制度设计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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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行袁城乡贫困居民的救助资源分配一直呈现不均衡遥 因此袁有学者提倡促进社会救助资源
的城乡统筹袁实现救助资源分配的区域公平和效率[17]遥

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袁目前低保救助制度资源分配对家庭收入不高尧住房较小尧
生活和教育医疗支出负担较重尧家庭人口较多的城市家庭有更多的救助倾向遥 为了进一步验
证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结论袁准确分析低保救助对低收入尧高支出家庭是否具有野倾斜冶性
照顾袁检验低保救助金额分配的有效性袁纳入阈值回归开展进一步分析遥

渊二冤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对贫困家庭收入与支出的偏斜效应估计
为进一步分析低保救助是否对不同收入尧支出情况的家庭具有政策倾斜袁纳入阈值回归

模型进行分析遥 本部分实证结果基于 Matlab2012b编程实现袁阈值回归模型依据前述 ABC算
法对种群进化 300代后袁获得一组较优的解作为 Nelder-Mead算法的初始值袁在后续 NM算法
中经过 582次迭代后收敛到最优解遥 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遥 从模型 1的判定系数 R2的

值来看袁阈值回归模型对数据方差的解释力度均在 39%以上袁模型拟合程度高于普通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遥 从实证回归系数来看袁在控制低保家庭支出尧住房尧人口数尧城乡变量的情况下袁
低保家庭收入对低保救助金额产生差异影响的门槛值为 0.36万元遥 即当低保家庭收入低于
0.36万时袁低保家庭收入对低保救助金额的影响为 0.2706遥 而当家庭收入超出 0.36万时袁低保
家庭收入对低保救助金额的影响为-0.027遥 从以上结果来看袁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院低保救助资
源较好的向较低收入贫困家庭发生倾斜性分配袁阈值水平为 0.36万遥

表 5 贫困家庭年收入支出对低保金额影响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注院显著度院*p<0.05袁**p<0.01袁***p<0.001曰

机制 1代表收入尧支出低于门槛值的低保家庭袁机制 2代表收入尧支出高于门槛值的低保家庭遥

模型 2进一步从支出视角检验低保救助是否向家庭支出负担较重的家庭倾斜遥 从模型 2
的判定系数 R2的值来看袁阈值回归模型对数据方差的解释力度均在 33%以上袁数据模型拟合
程度较高遥 从实证回归系数来看袁在控制低保家庭收入尧住房尧人口数尧城乡等变量的情况下袁
低保家庭支出对低保救助产生差异影响的门槛值为 0.79万元遥 但是袁 当低保家庭支出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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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万时袁低保家庭支出对低保救助金额的影响为 0.1165遥 而当家庭支出超出 0.79万时袁低保
家庭支出对低保救助金额的影响为 0.0153遥 可以得出结论是院低保家庭支出超过 0.79万的低
保救助金额的增加幅度比支出低于 0.79万的增加幅度要小袁即低保救助资源对较高支出家庭
不具有偏斜性照顾遥

渊三冤不同阈值水平下贫困家庭获取的低保金额尧收入与支出的统计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袁通过对比收入尧支出阈值水平下袁样本家庭收入尧生活支出状况数据可以

发现渊见表 6所示冤袁收入高于 0.36万的家庭基本能保证野收支平衡冶遥 在偏斜效应的覆盖面上袁
平均收入低于收入阈值水平 0.36万的家庭仅占样本量的 22%袁这表明现行低保制度在经济收
入上的偏斜效应只覆盖了 22%的样本家庭遥 在救助水平上袁低于 0.36万收入阈值水平家庭获
取的低保救助金额平均为 0.462万元袁家庭收入的均值为 0.189万元袁家庭生活支出的平均值
为 1.257万元袁收支明显失衡袁严重野入不敷出冶遥 同样地袁支出低于 0.79万的家庭收支基本持
平遥 但对支出高于 0.79万的低保家庭袁平均救助金额为 0.63万袁平均收入为 1.848万袁而平均
支出高达 3.01万遥 高额的支出负担让这类家庭基本生活难以为继袁 且样本数占到总样本的
83.89%遥 说明对极低收入以及较高支出的特困家庭而言袁低收入尧高支出使这类贫困的家庭相
比其他贫困家庭袁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袁往往陷入贫困深渊无法自拔遥

表 6 不同阈值水平下低保家庭平均收入尧平均支出和平均低保金额渊单位院万元冤

注院括号里为标准差袁N=1142遥

综上所述袁现行低保救助较好地向较低收入的贫困家庭发生倾斜袁但是较低的样本覆盖
面表明袁带来的倾斜性照顾成效有限曰特别指出的是袁低保救助没有关切到家庭经济支出负担
较重的家庭袁对拥有较大支出的贫困家庭没有给予救助资源上的倾斜性照顾遥 高支出家庭较
高的样本比例表明袁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应加强对贫困家庭支出的考察遥

六尧结论与对策建议

渊一冤主要结论
基于福利的底线公平理论视角袁 构建家庭收支与低保资源分配金额的门槛效应回归模

型袁采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袁主要得出如下结论遥
第一袁普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袁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受到低保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尧

生活支出尧教育医疗支出尧住房面积尧家庭人口数尧城乡等因素的影响遥 其中袁家庭工资性收入
对获取的低保救助金额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曰家庭生活支出尧教育医疗支出对低保救助金额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从贫困家庭的收入尧支出结构对其获得的低保救助金额看袁目前的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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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金额与家庭收入尧支出之间具备相关关系遥
第二袁门槛效应回归模型进一步证明袁低保救助资源更多地向收入更低的家庭倾斜袁发生

倾斜的阈值分别为 0.36万袁但是倾斜性照顾覆盖的范围有限袁仅占样本总数的 22%左右遥低保
救助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偏斜效应体现了福利分配理论中的差异对等原则袁但较低的样本覆盖
水平以及较低的救助水平表明袁 低保救助制度的资源分配远不能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需
求袁这使得救助资源分配有效性减低遥

第三袁值得关注的是袁低保救助金额与低保家庭支出结构之间具备相关关系袁但是并未对
支出较高的家庭给予资源分配上的倾斜遥 低保政策对较高支出的贫困家庭带来的救助帮扶成
效甚微遥 随着学术界对支出型贫困的关注袁尽管有地方政府转变政策袁将救助资源向支出较高
的贫困家庭倾斜袁但是袁这种实践仍然不具备普遍意义上的分配效应遥 可以看出袁当前低保救
助资源分配更多是以收入为主要标准的差额救助袁对家庭刚性支出在救助资源分配的权重考
量上仍显不足遥

渊二冤政策建议
随着收入型贫困向支出型贫困理念的转变袁低保救助资源分配也应顺应这种形势袁对低保

救助资源分配进行完善遥 救助资源分配的偏斜效应研究表明袁 当前低保政策中的救助资源分
配有效性依然不足袁存在以下弊端遥

首先袁社会救助中对家庭收支综合考虑不足会导致微观层面的野瞄准偏差冶袁使得救助资源
分配从源头上出现谬误遥具体而言院渊1冤对已经获得低保救助的家庭袁表面上看袁低保的野差额救
助冶让贫困对象及其家庭高于最低生活水平线曰但是没有考虑家庭支出负担的情况下给予的
救助金额袁很可能导致即使救助了袁其基本生活仍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遥 如有学者提出袁现有
政策补贴只关注对家庭收入的衡量袁远不能填补低保家庭的医疗支出缺口袁使较大支出家庭
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袁导致野保障不足冶[33]遥 渊2冤对贫困边缘家庭袁其收入处于低保贫困线以上袁收
入未增加的前提下袁支出却有可能大幅增加袁如遭遇突发事件尧重病以及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
等问题遥 他们的实际生活可能会比低保人群更艰难袁低保制度的收入准入机制将这部分收入
略高于低保线袁但因支出陷入贫困的家庭排除在了救助范围之外袁导致野应保未保冶遥

其次袁野人情保冶尧野关系保冶等错保现象的存在袁影响到福利资源的分配方向和方式袁导致救
助资源分配不合理遥 非贫困者纳入社会救助中袁挤占了救助资源袁而真正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未
能得到足额救助使救助金额未能得到有效分配遥 因制度设计的滞后和执行的不到位袁 使得资
源分配的评估和反馈机制运行不畅袁救助资源分配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遥 无论是野错保冶尧野漏
保冶还是野保障不足冶袁救助资源分配都没有实现有效分配袁使得分配有效性大打折扣袁对当前低
保救助制度特别是救助资源分配机制的改革提出新的挑战遥

近年来袁从中央民政部门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袁都对野错保冶尧野漏保冶等基层实施问题开展
一系列的整改和完善袁旨在加快救助对象的精确瞄准遥 但是对野保障不足冶的救助资源分配有
效性问题关注较少遥 在持续保持对较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倾斜照顾下袁如何加快对支出型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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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有效救助袁改革救助资源分配方式袁完善救助资源分配反馈机制袁创新资源类别袁开创
新型救助模式袁是目前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所要考虑的重点遥 依据上述分析袁本文尝试从低保救
助的审核尧资源的分配与资源分配的监管与评估尧救助资源的创新尧新型救助模式的创新等方
面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遥

第一袁创新低保救助审核制度袁将家庭收入尧刚性支出同时纳入审核范畴遥 以收入贫困为
基础的低保审核制度设计袁随着贫困状况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政策理念的转型袁逐渐显露出
其不足遥 家庭收入面向的贫困测量与贫困准入制度显示出其粗放性的弊端袁忽略了贫困的多
维度性尧复杂性以及差异性袁导致救助识别的野不精准冶和救助分配的野不恰当冶遥 此外袁在分类
施保的科学量化甄别方面袁目前只有收入贫困线的参照标准袁对如何设定一个基准线或者比
例来甄别因病尧因学等不同的支出型贫困群体是一个重要但是操作较为困难的问题[34]遥需要创
新低保救助审核制度袁建立健全低保救助标准的核算机制袁对贫困家庭的困难评估必须结合
收入与支出遥 如评估低保申请者贫困程度袁应以家庭收入尧财产为主要指标袁纳入家庭教育尧医
疗等刚性支出袁综合评估家庭贫困状况袁将刚性支出在收入核算时予以扣减袁增加其获得的救
助金额遥 值得借鉴的例子是袁2017年武汉出台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袁首次对重病尧长期患慢性
疾病尧残疾人尧老年人尧婴幼儿尧未成年人教育等刚性支出在认定家庭可支配收入时袁根据支出
系数予以扣减袁计算公式为院家庭实际月可支配收入=家庭初始月可支配收入要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伊支出系数[35]遥 内蒙古赤峰市同样依据年龄尧残疾尧重病尧慢病等综合因素确定家庭成
员劳动力系数袁将贫困家庭可能导致的支出性贫困情况与收入结合起来袁按照相应公式计算
家庭可支配收入[36]遥 这种收入核算中适当扣除支出的做法袁可将更多贫困家庭纳入救助范围袁
同时核算救助金额时予以扣除袁可使贫困家庭获取更多救助金额袁促进救助资源分配完善遥

第二袁创新低保救助资源分配方案袁将家庭多样化需求与救助资源进行匹配袁提高各类救
助政策的综合成效遥 相比于将收入尧刚性支出同时纳入低保收入核查袁可以在救助标准限定范
围内袁提高对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袁使其基本生活尽可能得到保障的做法袁加强低保救助和其
他低保专项救助资源之间的衔接和配合袁关注家庭中贫困个体的需求差异性袁构建综合高效
的救助资源分配方案袁能从资源分配效率上直接提升救助带来的成效遥 低保救助旨在保障基
本生活袁对教育尧医疗尧赡养尧住房等支出导致贫困的家庭袁主要采用临时救助制度来解决袁如专
项医疗救助尧专项教育救助等[23]遥 应将低保专项救助与低保救助有机衔接袁实行精准化分类救
助袁低保救助金保障基本生存需求袁其他专项救助保障刚性支出需求袁避免野吃药尧读书挤占吃
饭冶的困境或野为了吃饭放弃教育尧医疗需求冶的贫困恶性循环袁提升救助资源分配的效率遥 如
上海综合统筹各类救助资源袁结合不同家庭的贫困状况和需求袁实行野保基本尧可叠加尧多组
合冶的救助套餐[37]袁充分发挥对收入贫困尧因病致贫尧因学致贫尧因老致贫尧因房致贫等不同贫困
家庭的扶贫效应袁使救助资源得到合理高效配置遥 正如学者倡导的袁根据不同福利政策的目的
和特点袁采取不同的分配原则和标准袁将不同的救助资源对应分配到不同困境和需求的家庭
中去袁实现救助资源分配上的野合力冶袁极大提升救助资源的分配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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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袁加强救助资源分配的统筹监管和动态评估袁促进救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遥 做好低保
救助资源分配成效的动态监测袁将效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科学合理地度量救助资源分配产
生的社会效用袁不仅是政策效力评估的重要基础袁更能成为最优救助执行的改革依据和完善
基础袁体现低保救助资金的科学合理分配遥 比如袁为了寻求一种充分考虑不同收入尧支出水平
状况下的低保金额分配方案袁可利用最优控制理论为低保金额分配问题提供研究思路遥 具体
思路就是院假设低保总救助额度为 S袁由于低保对象均为低收入群体袁依据家庭收支对比状况
划分两类不同类别的低保对象袁一类是高支出低收入贫困家庭袁其获得的低保救助额度为 X曰
二类是较低支出低收入的贫困家庭袁其获得剩余低保救助额度渊S-X冤曰由于两类家庭支出水平
存在差异袁相同低保救助金额对两类家庭带来的效用必然不同遥 例如同样 1万元的救助额度
对于那些高支出的低保家庭无异于雪中送炭袁其带来的效用水平明显高于第二类家庭遥 在最
优控制理论框架下袁利用匹配法渊Collocation Method冤求解相关的 Bellman等式袁得到不同救助
金额条件下袁两类家庭的最优救助金额袁得出高支出低保家庭的低保救助额度相比于低支出
低收入的低保家庭获得的金额的额度袁再将其与实际获得的救助金额进行比对袁评估当前实
际分配中的不足和问题袁进一步反思分配方案的不合理程度袁进而改进救助资源的分配方案
和分配额度的计算遥

第四袁促进救助资源类别创新袁提升救助成效遥 除了关注低保救助资源分配对贫困家庭收
入和支出方面的制度完善外袁寻求救助资源类别与救助方式的创新势在必行遥 从收入尧支出结
构中看袁低保家庭的转移净收入尧人情社交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袁可以体现低保家庭的社会资本
情况遥马克思提出野资本不是一种物袁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冶遥这种关
系即资本的观点袁在过去的救助资源分配过程中重视不够遥 低保家庭社会资本网络的维系是
贫困群体获取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方式袁也是个体脱贫的重要资源袁同时也是贫困群体除了基
本生活需求尧自我发展需要外获取归属和爱的需求的重要途径遥 对贫困对象的扶贫救助袁要积
极关注其社会资本资源袁 弥合政策直接提供的给付式扶贫与资本网络中自发式脱贫的 野裂
痕冶遥 当前袁各地除了提供物质性救助外袁还为低保家庭提供技能培训尧就业介绍尧小额贷款等
提升家庭成员就业的激励政策曰不少地方实现了对低保对象城乡基本养老尧医疗保障的覆盖遥
这种综合救助资源体系的构建袁均值得借鉴遥 更重要的是袁对贫困个体甚至家庭的社会环境与
社会资源尧社会信息获取袁特别是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等的赋权还没有得到重视遥 加强对贫困
家庭社会资本网络尧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和完善袁除了探索符合低保家庭收入尧支出情况的现
金补贴类的物质性资源外袁以人为本的社会资本提升与服务类救助资源的拓展是需要持续关
注和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方向遥

第五袁加强社会救助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袁提升救助成效遥 民政部颁发的叶关于加快推进
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曳渊民发也2015页88号冤认为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袁居民贫困
多样性与需求多样化导致基本民生保障的形势与目标发生了新变化遥 单纯提供物质资金的救
助方式袁已难以有效满足救助对象的社会需求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创新救助模式及其服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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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遥 该意见明确提出野支持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广泛参与社会救助袁建立健全物质资金帮
扶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尧基本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补充尧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
相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模式冶遥 其中袁救助社工服务内容包括开展资源链接服务袁帮助救
助对象链接生活尧就学尧就业尧医疗等方面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袁组织其他专业力量和志愿者
为救助对象提供服务袁 最大限度地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遥 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服务需求发现报
告机制遥 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救助对象家庭状况调查评估尧建档访
视尧服务需求分析等具体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事务袁使社会救助对象的实际需求得到客观评
估和及时响应袁为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救助提供科学依据[38]遥微观层面的资源链接机制和需求
发现报告机制袁可以极大地弥补救助政策设计的简约性与贫困多样性尧社会需求复杂性等现
实之间的矛盾袁提升救助资源分配合理性和有效性遥

注释院
淤本文采用的问卷调查数据是对贫困家庭 2013年的基本生活情况的调查遥 引用 2013年统计的支

出型贫困数据进行分析遥
于依据徐大慰尧梁德阔文中渊参见文献[37]冤的定义袁野支出型冶贫困家庭是指具有某行政区域常住户

口的城乡居民袁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大重病尧子女上学尧突发事件等原因袁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袁
远远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袁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短期内渊连续 6个月冤不可能改变的
城乡困难家庭遥

盂2012年由民政部印发的叶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渊试行冤曳的通知的第四章明确规定要对低
保申请者进行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冶并对野家庭经济状况冶作出具体的定义袁即是指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
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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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Allocation Inspection of the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Resources
要要要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shold model of poor families爷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I Qinying, LI 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rom income -type poverty to spending -type poverty, more and more poor families are

included in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assistance policy have many problems because the diversity of poor families and system design cannot cover
all the difficulties of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qual welfare resource allocation, a good social welfare
system should provide different relief for different type of family. The aid resources should be more favorable
to the poorer families with less income and heavy expenditure, and realize the precise allocation of aid
resourc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puts forward a new challenge to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precise allocation of the aid resourc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location of aid resources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cy research and welfare effect evaluation. In order
to reflectively test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paper takes advantage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the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from poor families.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show
the wage income and the family living space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amount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 and poor families爷 basic living expense, education and health expenditur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mount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allocation of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resources tends to the families with lower income. However, the low
proportion of sample coverage and the insufficient policy tilt show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system is far
from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low-income families.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there is no inclination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households with higher expenditur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urrent balance allocation of the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resources is more based on the income as the main standard. It is not enough to
consider the weight of family rigid expenditures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t argues that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poor families to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 we will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 That is to say,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multiple needs should be matched with the
aid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of all kinds of rescues.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supervision and dynamic assessment of the allocation of aid resources and reform and improve the
aid distribution system. It is advisable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category of aid resources and carry out
multidimensional assistance mod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lief system. And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for social assistance and create a new assistance model that
combines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lief.

Key words: resources of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efficient allocation; assessment and inspectio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levels;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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