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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农村妇女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对象和重要力量， 推动农村妇女就业不仅能够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与进步。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以 ２０１５ 年全国妇联实施的 “巾帼脱贫行动” 为切入点， 运用双重差分

法和三重差分法， 从劳动力转移视角考察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 实

证结果发现， “巾帼脱贫行动” 使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概率提高了 ３ ３２ 个百分点， 该行动

促使农村妇女劳动力从家庭内农业劳动转移至非农就业。 进一步研究发现， “巾帼脱贫行

动” 的实施对贫困家庭和低保家庭妇女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更大， 起到了帮扶贫穷妇女的

效果， 但对中西部地区和无学历妇女的非农就业效应不显著。 “巾帼脱贫行动” 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压力， 激活了劳动力存量， 具有较好的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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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由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

导致中国农村妇女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６５％以上 （宋秀岩， ２０１６）。 妇女不仅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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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 （刘欣， ２０１５）， 也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

（吴亦明， ２０１１； 沈跃跃， ２０１９）。 然而， 中国农村妇女在就业市场却存在文化水平低、

劳动技能单一、 创业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等劣势 （宋秀岩， ２０１６）。 不仅如此，

农村妇女还承担照顾老人和抚育子女的重任， 高强度的劳动导致精神压力和生活负担

较重 （许传新， ２０１０）， 严重抑制了农村妇女的就业。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妇联对 １４ 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生存状况调查， 只有 ４３ ２％ 的农村贫困妇女具有小学学历，

其中 ２４ ９％的妇女需要照顾病人或残疾人， ６１ ５％需要照顾孩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关心和重视农村妇女群体， 开拓多样化高质量就业， 不仅关系他们自身发展， 也关系

脱贫攻坚整体进程和社会健康发展。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２５ 周年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

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在各行各业书写

着不平凡的成就， 并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到国家意志。 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张：

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推动妇女事业走在时代前列、 加强全球

妇女事业合作。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大国担当，

为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带来强大推动力。 妇女事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需要加强

社会服务， 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潘锦棠， ２００２）。 特别是农村贫困妇女， 生活韧性

较为脆弱， 可能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更需外部的支持和引导 （聂常虹、 王雷， ２０１９）。

作为全球妇女事业的响应者和推动者， 中国已经在推动性别平等和支持女性教育、

就业创业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从建立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 到基本消除

义务教育性别差距， 再到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 ４ 成， 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成

就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 ２０１５ 年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妇女仍占 ４５ ８％ ①， 大量农

村妇女仍需脱贫。 妇女脱贫关系脱贫攻坚整体进程， 一方面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 另一方面为了调动贫困妇女积极性， 激发其脱贫内生动力，

促进农村妇女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２０１５ 年全国妇联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摸

底， 决定实施 “巾帼脱贫行动”。

根据国际经验， 减贫的主要措施可以归为三类： 转移支付、 工作和就业支持、 减

免和补贴， 其中工作和就业支持不仅有助于从根源上摆脱贫困， 也能促进经济增长。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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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七项任务， 其中有五项任务直接或间接与促进农村妇女就业相关①。 对农村妇女

而言， 非农就业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式。 然而， 传统的家庭分工不仅使农村妇女向非农

转移受到约束， 而且生育也中断了其事业发展。 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普遍

低于农村男性 （Ｂｏｓｅｒｕｐ， １９９０； Ａｇｅｓａ ＆ Ａｇｅｓａ， １９９９）， 中国也同样如此 （刘晓昀等，

２００３）。 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 我们计算了农村妇女和男性

的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比例。 图 １ 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农村妇女和男性就业变化的趋势图，

可以看出， 农村男性的农业就业率和非农就业率都高于女性。 这很可能是农村妇女主

要从事家庭劳务、 照料小孩和老人等劳动。 同时， 图 １ 也显示， 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农村

居民的农业就业在不断下降， 而非农就业在不断上升。 这是由于农业工业化、 机械化

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 但是， 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在技术和技能

型就业等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

图 １　 农村妇女和农村男性的就业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０１５ 年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转折点， 同期， 中国全面推行了与精准扶贫

相关的政策， 其中 “巾帼脱贫行动” 就是针对农村妇女的重要举措。 众多文献关注了

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 （胡联、 汪三贵， ２０１７； 张全红、 周强， ２０１９； 王立勇、 许明，

２０１９； 李芳华等， ２０２０； 尹志超、 郭沛瑶， ２０２１）。 然而， 作为一项针对农村妇女事业

发展的扶贫政策， “巾帼脱贫行动” 却未引起学者注意， 更鲜有学者关注农村贫困妇女

脱贫情况。 从关注农村妇女的既有文献来看， 大部分文献集中考察了农村妇女就业和

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陈银娥、 秦静， ２００５； 任晓静， ２００９； 张原， ２０１１； Ｍｕ ＆ ｖａｎ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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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ｅ， ２０１１）， 未涉及农村妇女相关的政策效应。 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从 “巾帼

脱贫行动” 这个扶贫政策作为切入点， 考察促进农村妇女及农村贫困妇女事业发展的

政策效应。
各地妇联通过动员妇女参与种养业、 传统手工业、 乡村旅游、 家政服务和农村电

商等产业脱贫， 组织贫困妇女参与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 以及鼓励女能人与贫困妇女

结对帮扶等， 最终实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提高了妇女精准脱贫的参与率。 因此，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微观数据， 采用双重差

分法的研究设计， 重点从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两个方面， 考察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

农村妇女的就业效应。
结果显示， “巾帼脱贫行动” 能够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概率提高 ３ ３２％ ， 但未能

显著影响农村妇女的农业就业。 进一步分析发现， “巾帼脱贫行动” 将农村妇女从事自

家农业劳动的概率降低了 ３ ０５％ ， 表明 “巾帼脱贫行动” 促使农村妇女劳动力从农业

自雇转向了非农就业。 从差异性角度来看，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提升了农村贫困妇女

的非农就业和农业受雇， 而这些劳动供给主要通过从自家农业劳动转移而来。 同时，

“巾帼脱贫行动” 也促使了农村低保家庭妇女从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移， 其中从农业转

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来自自家的农业劳动。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低保家庭

妇女的就业效应都更为显著， 然而对中西部地区妇女和无学历妇女的非农就业效应还不

显著， 中西部地区妇女和无学历妇女仍是未来扶贫的重点对象。 总体而言， “巾帼脱贫行

动” 对中国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贫困和低保妇女的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四点： 首先， 本文关注了脱贫攻坚战中的

“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 该政策是针对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贫困妇女的脱贫政策， 弥补了

对农村妇女扶贫政策研究的空白， 研究结论对中国精准扶贫和农村妇女事业发展能够提

供有益参考。 其次，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 较少将农业就业和非

农就业结合在一起讨论， 本文则从劳动力转移和释放、 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双视角，

发现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劳动力作用的流动机制， 为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引

导和释放提供了参考。 再次， 本文聚焦了农村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妇女和低保家庭贫困

妇女， 补充了对贫困妇女群体的相关研究。 最后， 本文为促进农村妇女事业发展提供

新视角， 对促进性别平等和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

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农村妇女就业等相关的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 “巾帼脱贫行动”
的政策背景； 第四部分为数据来源和变量介绍； 第五部分为基准回归分析； 第六部分

为异质性分析； 第七部分为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第八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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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相对城镇，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照料家庭， 由于文化水平等

原因， 她们的发展受到了较多限制。 微观层面上， 农村妇女若拥有较高技能， 其劳动

参与不仅能够帮助家庭摆脱贫困， 也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 （李实，
２００１）。 宏观层面上， 农村妇女的非传统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 削弱

人口老龄化问题，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熊瑞祥、 李辉文， ２０１７）。 因

此， 农村妇女的劳动供给和就业问题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
从农村妇女的劳动力供给来看， 任晓静 （２００９） 关注了中国农村的已婚妇女， 考察

了影响该群体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 张原 （２０１１） 关注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

力供给模式。 Ｍｕ ＆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ｌｌｅ （２０１１） 则考察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劳动力分配情况。 从农

村妇女的就业情况来看， 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方式有两种： 一是从事农业相关的生产经

营活动， 即农业就业； 二是从事个体或私营等非农工作， 即非农就业。 此外， 大多数文

献都考察了影响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因素。 从家庭层面而言， 从妇女生育开始， 接着照

看小孩再到照料老人， 这些都抑制了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 （Ｓｔｏｎｅ ＆ Ｓｈｏｒｔ， １９９０； Ｂｏａｚ ＆
Ｍｕｌｌｅｒ， １９９２；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 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２０００； Ｂｕｄｉｇ， ２００３； 刘岚等， ２０１０； 汪伟， ２０１０； 周

春芳， ２０１３； 范红丽、 辛宝英， ２０１９）。 从农村农业的特点来看， 农村的社会环境、 农地

的转出和非农化生产都影响了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 （李实， ２００１； 蔡荣等， ２０１８）。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 （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６１）， 通过识字

率、 入学率和教育质量等指标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的结果也表明，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因素 （Ｍａｎｋｉｗ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蔡昉、 都阳， ２０００）。 然而， 中国农村妇女劳动

力却普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和技能单一等欠缺人力资本等现象， 导致农村妇女常常出

现结构性的失业， 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 中国也实施了各种促进农村妇女

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目前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 一部分文献关注直接影响妇女事业发展的政策，

比如技能培训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直接提升职业技能和就

业能力， 降低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进而增加就业和工作满意度 （刘万霞，
２０１３）。 孙良媛等 （２００７） 针对农村失地妇女的考察也发现， 教育和培训都可以提高女

性就业， 且培训的贡献远高于教育。 因此，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

的扶贫措施。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中提出

·８１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５ 期



要通过强化技能培训， 帮助贫困妇女提高脱贫能力①。

另一部分文献关注了影响妇女就业的政策因素。 潘振飞和黄爱先 （２００５） 认为，
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促进了农村已婚妇女的外出非农就业。 陈琳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则关

注了生育保险公共政策， 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水平的发展， 生育保险制度对中国

女性就业的影响逐渐增强。 熊瑞祥和李辉文 （２０１７） 发现， 提供儿童照管类公共服务

有助于将农村妇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 然而， 这些政策都不是针对农村妇

女甚至是农村贫困妇女的政策。
上述考察农村妇女就业的相关文献中， 部分关注了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因素， 但

没有涉及农村妇女就业的政策效应。 而另一部分涉及了农村妇女就业的政策影响， 比

如户籍政策和生育政策等， 但是这些政策都不是针对农村妇女事业发展的政策。 “巾帼

脱贫行动” 是一项旨在帮助农村妇女事业发展的扶贫政策， 却未引起学者的关注。 这

可能是由于 “巾帼脱贫行动” 是在 ２０１６ 年才开始全面实施的政策， 实施的时间较晚，
其政策效应尚未得到及时评估。 本文借助大型微观数据库， 通过双重差分法的研究设

计， 识别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

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来源和异质性差异。

三　 政策背景

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促进男女平等， 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作用， 中国在 １９９２ 年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１９９５ 年在北京

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 通过了 《北京宣言》 和 《行动纲领》。 为了更

好地维护妇女权益， 提高妇女整体素质， 加快实现男女平等的进程， 发挥广大妇女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同年， 中国制定并发布了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 可以看出， １９９５ 年是中国妇女发展的关键点。 ２００１ 年中国继续制

定并发布了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确定了妇女与经济、 教育、 健

康、 法律和环境等领域的目标和措施。

上述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侧重于宏观层面， 尽管涉及了妇女经济、
权益、 健康和教育等众多方面， 但没有一项政策针对性地帮扶农村妇女的发展， 特别

是针对农村贫困妇女就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党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印发 《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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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就必须把贫困妇女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因此， 全国妇联深入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摸底， 决定实施 “巾帼脱贫行动”。 全国妇联党组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中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和妇联组织独特作用的工作思路， 确定了实施 “巾帼

脱贫行动” 的工作载体， 提出了 ７ 项重点任务。 具体任务及措施如表 １。 容易看出， ７

项主要任务中， 有 ５ 项直接或间接涉及提高妇女的就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全国妇联关

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正式出台。

表 １　 “巾帼脱贫行动” 的主要任务及措施

主要任务 具体措施

１ 搞好宣传发动， 引导贫困妇女

坚定脱贫志向

教育引导贫困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 克服 “等、 靠、 要” 思想，
激发贫困妇女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种养业、
传统手工业、 乡村旅游、 家政服务和农村电商等产业脱贫， 积极参与转移

就业、 异地搬迁等实现脱贫， 提高妇女精准脱贫的参与率。

２ 强化技能培训， 帮助贫困妇女

提高脱贫能力

逐步提高贫困妇女在各级各类普惠性培训中的比例， 组织动员更多贫困妇

女积极参与政府各项实用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 根据建档立卡的贫困妇女

底数， 掌握贫困妇女现实需求， 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 开展种植养殖、
家政服务、 手工编织、 农村电商等适合贫困妇女特点的培训项目。

３ 用好小额贷款， 助力贫困妇女

创业脱贫

推动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重点向贫困地区贫困妇女倾斜。 积极

与扶贫部门合作， 推动建档立卡贫困妇女争取扶贫小贷支持， 增强妇女小

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叠加效应， 提高贫困妇女

贷款的可获得性。

４ 发展妇女手工， 组织贫困妇女

巧手脱贫

结合当地实际引导贫困妇女突出区域特点、 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质， 依靠妇

女手工增加经济收入。 依托各地建立的协会、 商会， 争取政府政策、 项目

和资金支持， 加强技能培训， 提高手工产品附加值。 重点发展一批妇女手

工龙头企业， 引领带动更多贫困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脱贫致富。

５ 能人示范引领， 带动贫困妇女

互助脱贫

依托已有的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手工编织基地、 三八绿色工程基地

中的女负责人、 女能人、 女带头人， 发挥她们的致富、 帮富、 带富作用， 发

展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 手工编织、 农村电商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扶贫优势

产业。 鼓励女能人与贫困妇女结对帮扶， 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助组、 合作社。

６ 加大 “两癌” 免费检查力度，
解决贫困妇女因病致贫的困扰

面向贫困地区妇女大力宣传 “两癌” 免费检查政策， 开展 “健康与美丽同

行” 宣传活动， 提高妇女政策知晓率和群众参与面。 协调相关部门， 加大

对适龄贫困妇女 “两癌” 免费检查力度， 做到应检尽检、 早诊早治。

７ 凝聚社会力量， 为贫困妇女儿

童献爱心

充分发挥所属公益平台的作用， 面向贫困妇女儿童开展创业培训、 生产帮

扶、 心理辅导、 法律援助、 健康教育等针对性服务。 依托已有的 “春蕾计

划”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等品牌优势， 瞄准重点地区、 重点群

体， 确保最贫困的妇女儿童得到优先扶持。

　 　 资料来源： 根据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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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各地区妇联开始组织实施具备地区特色的女性脱贫活

动。 例如陕西省妇联组织与扶贫办共同开展了 “三秦巾帼脱贫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妇

联开展了 “草原巾帼脱贫行动”， 山西省在全省 ５８ 个贫困县中实施了 “三晋巾帼脱贫

行动” 项目等等。 表 ２ 为部分地区开展的巾帼脱贫活动、 时间点和相应的措施。 容易

看出， 各地区的措施都依照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

意见》 的具体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实施具有地区特色的帮扶行动， 而且这些措

施都关注了农村妇女的就业和创业。

表 ２　 各地区实施 “巾帼脱贫行动” 的情况 （部分）

地区 政策行动 实施时间 主要特色举措

甘肃省

陇原妹走出

去、 陇原巧

手干起来

２０１５ 年

开展家政脱贫工作、 打造陇原妹巾帼家政品牌。 强化妇女劳务培训和

省政府劳务办劳务品牌培训项目的结合。 做实巧手产业， 实现居家就

业。 做好小额贷款， 扶持创业就业。

陕西省
三 秦 巾 帼

行动
２０１６ 年

开展 “春风行动”， 营造脱贫致富良好氛围。 设立贫困妇女培训专项资

金开展各类培训。 把妇女手工和巾帼家政作为贫困妇女脱贫的两大产

业。 用好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内蒙古

自治区

草原巾帼脱

贫行动
２０１６ 年

开展自治区巾帼脱贫基地创建， 创新发展巾帼家政， 公益项目向贫困

地区倾斜。 实施草原巾帼暖心行动， 加大 “两癌” 免费检查救助力度。

山西省
三晋巾帼脱

贫行动
２０１６ 年

在全省 ５８ 个贫困县中实施了 “三晋巾帼脱贫行动” 项目， 开展贫困妇

女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和贫困妇女就业创业示范基地扶贫项目。

河南省
“ 巧 媳 妇 ”
工程

２０１６ 年

结合特色产业优势， 与省服装协会联合开展服装加工 “巧媳妇” 工程，
推动 “巧媳妇” 工程向服装服饰、 手工制品、 种植养殖、 农家乐旅游、
电子商务等方面拓展。

广西壮族

自治区
２０１６ 年

组建一万多支 “桂姐姐宣讲队”， 打造 “金绣球” 巾帼工作品牌。 发

挥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引领作用， 培育新型职业女农民， 启动 “巾
帼家政服务到家” 行动。

贵州省 ２０１３ 年

打造妇女特色手工产业 “锦绣计划”， 实施 “创新创业巾帼行动”、
“巾帼家政助脱贫行动”， 联合扶贫办等部门实施 “三女培育工程”，
实施 “巾帼扶助公益行动”。

　 　 资料来源： 根据各地区妇联相关信息整理得到。

在第三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甘肃陇南召开了全国的 “巾帼脱贫

行动” 现场推进会。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发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

要论述， 要求各级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独特作用， 切实扛起帮助贫困妇女脱贫的重任。

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统计， 自 ２０１５ 年实施 “巾帼脱贫行动” 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全国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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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帮助 ６０ ８ 万贫困妇女实现创业增收①。 然而此时， 中国仍有 ８３２ 个贫困县 ２４８５ 万名

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占建档立卡贫困总人口的 ４６ ５％ ②， 妇女脱贫任务依然艰巨。

贫困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低、 健康状况差、 发展资源欠缺， 脱贫面临的难度更大。

为此， ２０１７ 年， 全国 “巾帼脱贫行动” 专题培训班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开班， 进一步

推进 “巾帼脱贫行动” 在基层落地落实。 同时， ２０１８ 年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

妇联组织独特作用和妇女 “半边天” 作用， 全国妇联决定开展 “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这一系列部署都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主线， 围绕目标、 发挥

优势、 精准发力， 带领广大妇女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作用。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甘肃省

出台了 《关于深化 “巾帼脱贫行动” 促进贫困妇女脱贫的意见》， 指出将以提高就业

技能和发展能力为目标，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深化 “巾帼脱贫行动”， 确保建档立卡

贫困妇女如期脱贫。 帮助贫困妇女脱贫， 不仅关系到自身生存与发展， 还关系到阻碍

贫困的代际传递， 关系到家庭的和谐幸福。

四　 数据说明和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

大学团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调查数据库———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

该数据库的基线调查于 ２０１１ 年开展， 覆盖 １５０ 个县级单位， ４５０ 个村级单位， 总计

１ ２４ 万户家庭中的 １ ９ 万名受访者， 样本每两到三年追踪一次。 ＣＨＡＬＲＳ 问卷内容包

括个人基本信息、 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 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险、 工作、 退休和养老金

情况、 收入、 消费和资产、 社区基本情况等信息。 该样本能够有效代表中国 ４５ 岁及以

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 能够较好用于对农村妇女问题的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全国妇联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摸底， 决定实施 “巾帼脱

贫行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全国妇联在妇联系统下发了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

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紧接着，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各地区妇联开始组织实施

具备地区特色的 “巾帼脱贫行动”。 因此，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四年的面板数据， 将 ２０１６ 年前作为政策实施前， ２０１６ 年后作为政策实施后。 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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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处理过程中， 将样本控制在农村， 并且将四年中仅出现一次的样本删除。

（二） 变量说明及描述

本文重点关注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 首先， 农村居民就业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①。 其次， 为了分析农村妇女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并结合农村居民

劳动的具体情况， 我们将农业就业分为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②。 根据相关文献， 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变量控制： 个人特征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根据 ＣＨＡＬＲＳ 问卷的变量信息， 本文选取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 婚姻、 教育年限和

健康状况；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老人数量、 孩子数量 （熊瑞祥、 李辉文， ２０１７）、 兄弟

姐妹数 （陈璐等， ２０１６）、 孩子照料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４； Ｋｉｍｍｅｌ ＆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２００７） 和

家庭收入 （姚先国、 谭岚， ２００５）。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３。

表 ３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具体含义 定义

因

变

量

就业

农业

未就业

农业就业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过去一年，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非农就业 从事非农业的工作 从事挣工资、 个体或私营等非农工作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农业自雇 为自家农业工作 过去一年， 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农业受雇 为其他农户打工 过去一年， 为其他农户打工挣钱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未就业 不从事任何劳动
过去一年， 未从事非农就业和农业就业记为 １， 否则记

为 ０

关键变量 性别 农村居民的性别 男性记为 ０， 女性记为 １

个人

特征

变量

年龄 被调查者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教育年限 受到多少年的教育 将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是否结婚 已婚记为 １， 其余记为 ０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 １ 为很好， ５ 为很不好

家庭

特征

变量

孩子数量 活着的孩子数量 现在仍活着的孩子数量

老人数量 健在老人数量 现在仍健在的老人数量

兄弟姐妹数 兄弟姐妹数量 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

孩子照料 是否照看孩子 照看孙子女或外孙子女记为 １， 否则记为 ０

家庭成员收入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 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之和， 单位为万元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问卷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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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就业特点看， 农业就业为非正式就业， 劳动灵活且劳动地点离家较近； 非农就业多为工厂

工作， 工作地点较为固定， 常离家较远甚至是外出务工。
农业自雇是指为自家的农业生产进行劳动。 农业受雇是指以收入为目的， 被其他人雇用从事

农业相关的劳动。



表 ４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容易看出， 在中国农村居民中， 有 ６４ １４％从事

了农业相关的劳动， 只有 ２０％左右从事非农就业， 有 ２７ ７６％没有从事任何劳动活动。
说明中国农村居民不仅从事农业就业的比重仍旧偏高， 而且仍存在部分未利用的劳动

力， 有必要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

表 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就业 ２０５２０ ０ ６４１４ ０ ４７９６ ０ １

非农就业 ７１６１ ０ ２００７ ０ ４００５ ０ １

农业自雇 １３９３３ ０ ５９６２ ０ ４９０８ ０ １

农业受雇 １３９４３ ０ ０４２４ ０ ２０１５ ０ １

未就业 ２０５２０ ０ ２７７６ ０ ４４７８ ０ １

性别 ２０５２０ ０ ４９５３ ０ ５０００ ０ １

年龄 ２０５２０ ６２ ６７５１ ９ ８８０９ ４５ １０８

教育年限 ２０５２０ ４ ７４２７ ４ ２５１２ ０ ２１

婚姻状况 ２０５２０ ０ ７５９０ ０ ４２７７ ０ １

健康状况 ２０５２０ ３ ０７９０ ０ ９７０８ １ ５

孩子数量 ２０５２０ ３ １０８５ １ ５３４５ ０ １４

老人数量 ２０５２０ ０ ５９４４ ０ ９１９６ ０ ４

兄弟姐妹数 ２０５２０ ３ ２３６６ １ ９７７５ ０ ２５

孩子照料 ２０５２０ ０ ３８２８ ０ ４８６１ ０ １

家庭成员收入 ２０５２０ ６ ７８０７ １７４ ４７７２ ０ ５０００

　 　 注： 本文涉及的因变量有 ５ 个， ５ 个因变量对应的样本量并不相同。 此处报告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依据了农业就

业的样本量， 一方面考虑到农业就业的样本量最大， 另一方面考虑到其他因变量对应样本量的描述性结果与其

近似。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研究思路

为了估计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 我们通过双重差分法来估计

“巾帼脱贫行动” 的政策效应。 首先， 通过比较同一农村居民在 “巾帼脱贫行动” 政

策实施前和政策实施后的就业差异， 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对 “巾帼脱

贫行动” 政策以及就业的影响； 其次， 通过控制时间趋势可以排除不实施 “巾帼脱贫

行动” 政策时， 就业可能出现的时间趋势性上升或下降； 最后， 将农村男性作为对照

组， 农村妇女作为处理组， 用农村男性的政策前后的就业差异来近似农村妇女的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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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影响时前后的就业差异， 这种近似可以排除其他扶贫政策对农村

妇女的影响。 最终的双重差分结果就能识别出 “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对农村妇女就业

的影响。
本文的重要假设是在未受政策影响时， 农村男性的劳动力供给趋势近似于农村女

性的劳动力供给趋势。 为了增加这一假设的可靠性， 一方面通过增加控制变量来控制

影响男女就业的因素， 保证事前男女的就业具有条件共同趋势， 比如控制家庭的孩子

数、 老人数量等。 另一方面， 面对农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在稳健性检验中， 我

们又采用了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检验， 匹配出与女性特征相似的群体来作为女性的对照

组， 来降低两性就业的差异。
“巾帼脱贫行动” 从 ２０１５ 年末开始， 之后各地区妇联相继展开行动， 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作为政策实施前， 将 ２０１８ 年作为政策实施后。 利用面板数据和双重

差分法设计如下模型：
Ｙｉｔ ＝ α ＋ βＧｅｎｄｅｒｉ × Ｐｏｓｔｔ ＋ γＸ ｉｔ ＋ μｔ ＋ ｖｉ ＋ ｉ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代表农村居民， ｔ 代表时间年份。 Ｙｉｔ表示农村居民 ｉ 在第 ｔ 期的被解

释变量， 包括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和未就业。 Ｇｅｎｄｅｒｉ 表示农村

居民 ｉ 的性别， 将农村妇女设为 １， 农村男性设为 ０； Ｐｏｓｔｔ 表示在 ｔ 年是否实施了 “巾
帼脱贫行动”， 如果是 ２０１８ 年， 则 ｐｏｓｔｔ ＝ １， 如果是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或者 ２０１５ 年，
则 ｐｏｓｔｔ ＝ ０， β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系数； Ｘ ｉｔ为控制变量， 包

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 μ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ｖ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 ｉｔ为误

差项。

五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５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农业就业的影响， 其结果均为正值却不显

著， 说明 “巾帼脱贫行动” 未能提升农村妇女的农业就业。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 其结果均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第 （４） 列非农就业的系数显著为 ０ ０３３２。 总体而言， “巾帼脱贫行动” 将农村

妇女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提升了 ３ ３２％ ， 未能显著影响农村妇女从事农业就业的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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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

变量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１） （２） （３） （４）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３５３∗∗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１６５）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５２０ ２０５２０ ７１６１ ７１６１
Ｒ２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２８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

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巾帼脱贫行动” 增加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概率， 那么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劳动力

的来源是什么？ 是从农业相关的就业转移而来， 还是从未就业的劳动力释放出来？ 本

文将继续讨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的农业相关劳动和未就业的影响。
结合样本具体信息， 将农业就业分为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 同时根据农业就业信息和

非农就业信息计算出未就业变量。 表 ６ 列举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农业自雇、 农

业受雇和未就业的影响。 容易看出，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为农业自雇的回归结果都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降低了农村妇女为自家农业劳动的概率。
第 （３） 列至第 （６） 列中农业自雇和未就业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表明 “巾帼脱贫行动”
未能增加农村妇女为其他农户工作的概率， 也未能增加未工作农村妇女去寻找工作的概率。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男性劳动力普遍选择外出打工， 将大量农业劳动留给妇女，
出现了 “农业女性化” 现象。 这是农村社会的家庭分工和女性在非农就业的局限性导

致的， 体现了中国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明显滞后性， 长期形成了女性在就业中的弱势

地位。 上文结果显示， “巾帼脱贫行动” 通过降低农村妇女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的概

率， 增加了农村妇女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 即 “巾帼脱贫行动” 削弱了 “农业女性

化” 现象， 促进农村妇女从自家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 向非农劳动转移。 在中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 （Ｃａｉ ＆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Ｉｓｌａｍ ＆ Ｙｏｋｏｔａ， ２００８）， 甚至早已达到刘易

斯拐点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的背景下， 尽管 “巾帼脱贫行动” 还没

有将农村闲置劳动力释放， 但显著促进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在人口红利

消失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 “巾帼脱贫行动”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妇女事业的发

展， 也缓解了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短缺。

·６２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卷第 ５ 期



表 ６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农业就业和未就业的影响

变量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性别 × 巾帼

脱贫行动

－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１５４）
－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１９）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３９３３ １３９３３ １３９４３ １３９４３ ２０５２０ ２０５２０

Ｒ２ ０ １０１４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４３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六　 异质性分析

（一） 异质性分析： 贫困家庭

根据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的意见》 的具体要求

和 “巾帼脱贫行动” 的实际行动， 各地区妇联与扶贫办共同开展 “巾帼脱贫行动”，

旨在重点帮扶农村贫困妇女。 那么，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的影响是否存在

贫困的异质性？ 是否重点帮扶了贫困妇女？ 本文将采用三重差分模型来考察 “巾帼脱

贫行动” 政策效应的贫困异质性，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设计如下模型：

Ｙｉｔ ＝ α ＋ βＧｅｎｄｅｒｉ × Ｐｏｓｔｔ × Ｐｏｏｒ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ｔ ＋ ｖｉ ＋ ｉｔ （２）

其中， Ｐｏｏｒｉｔ表示第 ｔ 年农村妇女 ｉ 所在家庭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果第 ｔ 年农

村妇女 ｉ 所在家庭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则 Ｐｏｏｒｉｔ ＝ １， 否则等于 ０。

表 ７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妇女就业影响的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结果显示， “巾帼脱贫行动” 降低了农村贫困妇女的农业劳动， 但结果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 然而，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增加了农村贫困妇女的非农就业概率。 这表明与其

他妇女相比，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政策效应更大， 显示了较好的就业扶

贫效果。 继续观察第 （３） 列至第 （５） 列的回归结果， “巾帼脱贫行动” 可能降低了

农村贫困妇女的自家农业劳动， 但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农业受雇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为正， 说明 “巾帼脱贫行动” 提高了农村贫困妇女从事其他农业劳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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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入的概率。 最后， 未就业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体来看，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提升了农村贫困妇女的非农劳动供给和通过农业

劳动增加收入的劳动供给， 这些劳动供给可能是通过降低自家农业劳动转移而来。 不

仅如此，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政策效应更大， 较

好地帮扶了贫困妇女。

表 ７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就业影响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

行动 × 贫困户

－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２９３）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２１０）
－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２８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５１７ ７１６１ １３９３０ １３９４０ ２０５２０
Ｒ２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２８１ ０ １０６９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４４０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异质性分析： 低保家庭

在中国的扶贫机制中，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低保） 和建档立卡两种制度都用

于识别贫困家庭。 农村低保的保障对象主要是绝对贫困人口， 主要是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 实施政策性的保障兜底， 兜底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项底线制度安排。 从多维贫困角度来看， 农村低保的瞄准率有所

提高， 但覆盖率仍然较低 （朱梦冰、 李实， ２０１７）。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全国共有 ２００４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范

围， 其中， １８５２ 万人纳入低保， １５２ 万人纳入特困救助①。 脱贫攻坚以来， 农村低保标

准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７７ ６ 元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８４１ ７ 元②。 那么，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

村低保家庭妇女的政策效应如何？ 下面我们结合问卷的具体信息， 通过问题 “您家过

去一年得到低保了吗？” 来判断农村家庭的低保情况， 借此考察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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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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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低保家庭妇女的就业影响， 设计与模型 （２） 相似的三重差分法模型：

Ｙｉｔ ＝ α ＋ βＧｅｎｄｅｒｉ × Ｐｏｓｔｔ × Ｄｉｂａｏ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ｔ ＋ ｖｉ ＋ ｉｔ （３）

其中， Ｄｉｂａｏｉｔ表示第 ｔ 年农村妇女 ｉ 所在家庭是否收到政府低保， 如果在 ｔ 年妇女 ｉ

所在家庭得到了低保， 则 Ｄｉｂａｏｉｔ ＝ １， 否则等于 ０。

表 ８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低保家庭妇女就业的影响。 从第 （１） 列结果可以

看出，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降低了农村低保家庭妇女农业劳动的概率， 这一结果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第 （２） 列的结果表明，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增加了农村低保家

庭妇女非农就业的概率， 并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继续观察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降低了农村低保家庭妇女参加自家农业劳动的概率， 该结果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 观察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的结果发现，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低保家庭妇女的农业受雇和非就业的结果都不显著。

总体来看， “巾帼脱贫行动” 促使农村低保家庭妇女从农业相关的劳动向非农劳动

转移， 其中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来自自家的农业劳动。 即 “巾帼脱贫行动” 使农

村低保家庭妇女减少了自家的农业劳动， 通过从事更多的非农劳动来增加收入。 不仅

如此， 相对于其他农村妇女， “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对农村低保家庭妇女的就业效应更

大， 真正做到了将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进行转移的效果。

表 ８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低保家庭妇女的就业影响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

行动 × 低保

－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６７３∗∗∗

（０ ０２３２）
－ ０ ０９２１∗∗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３３５

（０ ０２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１６０ ６９３４ １３８０４ １３８１６ ２０１６０

Ｒ２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２９０ ０ １０７９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４４８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异质性分析： 区域差异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 导致中西部成为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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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难点地区。 全国的 “巾帼脱贫行动” 现场推进会选择在甘肃陇南召开， 也是

基于中西部是 “巾帼脱贫行动” 重点对象的考虑。 那么， “巾帼脱贫行动” 的政策效

应是否也存在地域差异性？ 我们设计与模型 （２） 相似的三重差分法模型继续考察：

Ｙｉｔ ＝ α ＋ βＧｅｎｄｅｒｉ × Ｐｏｓｔｔ × Ｅａｓｔ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ｔ ＋ ｖｉ ＋ ｉｔ （４）

其中， Ｅａｓｔｉｔ表示第 ｔ 年农村妇女 ｉ 所在省份是否为东部省份①， 如果在 ｔ 年妇女 ｉ

所在省份为东部， 则 Ｅａｓｔｉｔ ＝ １， 否则等于 ０。

表 ９ 汇报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就业效应的差异。 可以看出，

第 （１） 列回归系数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相比于中西部， “巾帼脱贫行动”

对东部地区农村妇女的就业效应更明显。 结合前文的信息， 这可能是因为 “巾帼脱贫

行动” 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妇女从事农业就业的结果， 即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妇女更

多的是从农业劳动转移出来。 第 （２） 列至第 （５） 列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总体而言，

“巾帼脱贫行动” 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较小， 需要继续加强中西部地区的

“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 促进落后地区农村妇女劳动力的解放和转移。

表 ９　 不同区域农村妇女就业效应的差异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

行动 × 东部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１７２）
－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２００）

－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２４）

－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１４７）

－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１６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５２０ ７１６１ １３９３３ １３９４３ ２０５２０
Ｒ２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２７９ ０ １０７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４４１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教育差异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妇联对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妇女生存状况调查显示，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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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合样本的省份信息， 本文选择的东部省份有北京、 天津、 辽宁、 吉林、 上海、 江苏、 浙

江、 福建、 山东和广东。



贫困妇女中具有小学学历的比例只占 ４３ ２％ 。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也显示， 整个农村妇女中

具有小学学历的比例也只有 ７０％左右。 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研究已经表明， 教育水平对

个人的事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 “巾帼脱贫行动” 的政策效应存在怎样的教

育异质性？ 将小学以下定义为无学历群体， 小学及以上学历定义为有学历群体①， 通过

三重差分法来考察政策效应的教育异质性。 设计与模型 （２） 相似的方程：
Ｙｉｔ ＝ α ＋ βＧｅｎｄｅｒｉ × Ｐｏｓｔｔ × Ｅｄｕ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ｔ ＋ ｖｉ ＋ ｉｔ （５）

其中， Ｅｄｕｉｔ表示第 ｔ 年农村妇女 ｉ 是否有学历， 如果在 ｔ 年妇女 ｉ 有学历， 则 Ｅｄｕｉｔ ＝
１， 否则等于 ０。

表 １０ 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不同教育程度农村妇女就业影响的差异。 容易看出，
第 （１） 列至第 （５） 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都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明 “巾帼脱贫

行动” 对农村妇女的政策效应不存在学历的异质性。 这可能是因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并未借助学历信息来对农村贫困妇女进行识别和帮扶。

表 １０　 “巾帼脱贫行动” 对不同教育程度农村妇女的就业效应差异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

行动 × 学历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６６）

－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２００）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１３０）

－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１５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６３９ ７２０６ １４０１２ １４０２２ ２０６３９
Ｒ２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２６９ ０ １０６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４３７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稳健性检验

上面考察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各种就业形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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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库面对的调查对象是 ４５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 其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甚至

相当一部分人没上过学。 如果将初中及以上学历定义为高学历， 即便这样高学历者也只占了

总人数的 ３０％左右。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 本文继续从四个方面进行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 这些

检验包括安慰剂检验、 改变回归模型、 ＰＳＭ － ＤＩＤ 和改变数据年构和年份。

（一） 安慰剂检验

本文在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基准回归时， 将农村男性作为控制组， 农村女性作为

处理组。 然而， 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可能存在系统差异进而造成就业效应的差异。 比

如， 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女性就业率的自然增长可能高于男性。 本

文将 “巾帼脱贫行动” 实施年份分别提前到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作为政策效应的安慰

剂检验。 首先选择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样本， 将 “巾帼脱贫行动” 实施年份分

别设定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其次， 设计与模型 （１） 相似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

表 １１ 是分别采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作为政策实施点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容易看出，

除了农业就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外， 其余第 （２） 列至第 （５） 列的回归系数都不显

著。 有理由相信， 农村妇女的非农就业增长和农业自雇降低是 “巾帼脱贫行动” 的结

果。 然而， 农业就业的回归系数却显著为正， 说明相对农村男性， 事前农村妇女农业

就业呈现出增长趋势。 这不难理解， 农村男性更多从事非农就业劳动， 而农村女性则

更多负责家庭的农业劳动。 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生产， 农村女性有更多的农业

劳动力可以转移， 并将这些农业劳动力进行了转移。

表 １１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 安慰剂检验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假定政策实施于 ２０１２ 年：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０ ０５５９∗∗∗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１９）
－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５７）

假定政策实施于 ２０１４ 年：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２１４）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１４０）

－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７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７５８ ３１２３ ７８０４ ７８１２ １２７６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

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表中每列有两个回归结果， 不同回归的 Ｒ２ 并不相同， 表中省略了 Ｒ２ 的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改变回归模型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１） 中， 我们采用了简单的线性概率模型 （ＬＰＭ） 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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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就业是一个二元变量， 非农就业和农业就业之间以及农业自雇和农业受雇之间都

可能存在相关性。 我们借鉴 Ｍｏｈｉｅｌｄｉｎ ＆ 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０）、 尹志超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通过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考察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居民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影响， 模

型设计如下：

Ｐｒ（ＹＡｉｔ ＝ １） ＝ αＡ ＋ βＡＧｅｎｄｅｒｉｔ × Ｐｏｓｔｔ ＋ γＡＸ ｉｔ ＋ Ａｉｔ
Ｐｒ（ＹＮｉｔ ＝ １） ＝ αＮ ＋ β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ｔ × Ｐｏｓｔｔ ＋ γＮＸ ｉｔ ＋ Ｎｉｔ

{ （６）

其中， ＹＡｉｔ为农村居民是否为农业就业， ＹＮｉｔ为农村居民是否为非农就业， βＡ 和 βＮ

分别为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 其他变量与模型 （１） 相

同， 扰动项 Ａｉｔ和 Ｎｉｔ服从联合正态分布 ＢＶＮ （０， ０， １， １， ρ）。

表 １２ 为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整个就业来看， 第 （１） 列农业就业的回归系

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说明 “巾帼脱贫行动” 显著降低了农村妇女的农

业劳动， 基准回归结果很可能低估了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业就业的影响。 第 （３） 列

至第 （４） 列的结果与表 ６ 的对应结果完全一致， 而且其显著性也增加了， 说明本文的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１２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１） （２） （３） （４）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 ０ ２３３８∗∗∗

（０ ０５７０）
０ ２６２９∗∗∗

（０ ０９２２）
－ ０ １７６３∗∗∗

（０ ０２８０）
－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４６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１５７ ７１５７ ２０８２７ ２０８２７

ｒｈｏ
０ １０７７∗∗

（０ ０４５３）
０ １１１３∗∗∗

（０ ０２２３）

ｃｈｉ２ ５ ５６１１ ２４ ４８５８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ＰＳＭ⁃ＤＩＤ

双重差分法的使用需要很强的前提条件， 比如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产生是随机的。

农村女性是比较特殊的群体， 在个人特征、 家庭地位和社会分工等方面都与农村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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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 为了排除这些情况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我们借鉴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提出的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①， 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表 １３ 为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考察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就业影响的结果。 可

以看出， 整体结果与表 ５ 和表 ６ 保持一致。 不仅如此， 在进一步排除了男女差异的干

扰之后，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和农业自雇的影响系数变大且显著性增

强。 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结论。

表 １３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 ＰＳＭ⁃ＤＩＤ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６６０∗∗∗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４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５１８ ７１６０ １３９２９ １３９３９ ２０５２０

Ｒ２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７０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２００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改变数据结构和年份

“巾帼脱贫行动” 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都是政策实施前，

２０１８ 年为政策实施后。 因此， 前文采用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四年的 ＣＨＡＲＬＳ 面板数据进行分

析， 删除了四年样本中仅出现一次的样本。 为了表明本文结果存在数据结构和数据年份

选择的稳健性， 首先， 我们随机选择政策实施前三个年份数据中的任何一年或者两年数

据进行回归； 其次， 也选择了保留四年样本中仅出现一次的样本， 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

行回归。 表１４ 汇报了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②。 可以看出， 该结果不仅与表５

和表 ６ 的结果的显著性和符号完全一致， 其数值也极为接近， 表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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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结果利用的是 Ｓｔａｔａ 软件的 ｄｉｆｆ 命令计算得到， 匹配方法为核匹配。
限于篇幅， 此处只代表性汇报了非平衡面板的结果， 随机选择事前年份的结果未能汇报。 对

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 １４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 非平衡面板

变量

就业 农业就业 未就业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农业自雇 农业受雇 未就业

性别 × 巾帼脱贫行动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１６５）
－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９５）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７０４５ １５４４８ ２０８３０ ２０８３６ ２７０４５
Ｒ２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２８９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４３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村个人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略去。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八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正在通过加快实现性别平等、 促进妇女事业发展， 来建设一个包容发展、 妇

女免于歧视的社会。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得到

了极大提升。 然而， 在广大农村地区， 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 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和社会文化保守等原因， 依然存在大量事业发展受限、 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村妇女。

保障农村妇女就业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在要求， 也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扶贫开发

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巾帼脱贫行动” 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是帮助农村贫困

妇女脱贫的有效举措。 因此， 如何促进农村妇女就业是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借助

“巾帼脱贫行动” 这项针对农村妇女的政策， 探讨了促进农村妇女就业的政策效应。
结果发现， “巾帼脱贫行动” 的就业效应显著， 特别是促进了农村妇女的非农就

业。 “巾帼脱贫行动” 实施后， 中国农村妇女逐渐由从事自家的农业劳动转移到从事非

农业相关的劳动， 这种劳动形式的转变能够提高农村妇女的收入， 促进农村妇女事业

的发展。 然而， “巾帼脱贫行动” 还未能将农村妇女的闲置劳动力释放出来。 因此， 未

来的脱贫行动应重点关注农村妇女的闲置劳动力， 激发引导闲置妇女的自尊心和脱贫

的自信心， 通过宣传典型代表等形式激发贫困妇女的内生动力。

与非贫困家庭妇女相比， “巾帼脱贫行动” 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非农就业的促进效

应更大， 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非农就业的促进主要是通过降低自家农业劳动转移而来

的。 不仅如此， “巾帼脱贫行动” 也提高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农业受雇的概率， 全面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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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农村贫困妇女劳动的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说明以前农村贫困妇女的劳动力尽管没

有闲置， 但主要花费在自家的农业劳动。 因此， “巾帼脱贫行动” 应该加强提高贫困家庭

的农业机械化生产， 来释放农村贫困妇女的劳动力。 通过产业扶贫让农村贫困妇女能够

找到工作， 通过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让农村贫困妇女有时间从事非农就业。
相对于农村非低保妇女， “巾帼脱贫行动” 政策对农村低保家庭妇女的就业效应也更

大， 真正做到了将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进行转移的目的。 “巾帼脱贫行动” 促使农村低保家

庭妇女从自家农业劳动向非农劳动转移， 但未影响其农业自雇的劳动。 农村低保家庭的

保障对象主要是绝对贫困人口， 常常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来进行脱贫。 因此，
农村低保家庭更容易因病致贫返贫， 应该加强低保妇女的 “两癌” 免费检查等政策， 防止

其因病返贫致贫， 还可以发挥地区文化特色， 发展妇女手工增加收入， 进行巧手脱贫。
脱贫重要体现在收入的增加， 中西部由于经济落后、 产业较少， 导致扶贫增收的

难度相对较大。 中西部地区妇联工作重心应聚焦在农村妇女的增收上， 可以与扶贫办

进行联合， 通过产业扶贫来提高农村妇女的收入水平。 “巾帼脱贫行动” 未帮扶到低学

历贫困妇女群体， 这部分群体学历较低、 脱贫意愿较弱， 导致扶持难度较大。 精准扶

贫重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朱梦冰、 李实， ２０１７）。 各地妇联应结合学历信息精准识别

出这部分困难群众， 从提高脱贫意愿和提高脱贫技能等措施入手进行精准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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