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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当前，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２０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面脱贫。在此背景

下，伴随着高脱贫率的返贫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目前鲜有揭示返贫脆弱性时空格局的研

究成果。论文探究福建省６７个县 （市、区）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的返贫脆弱性的时空分异与产生机制，为精准

识别重点扶贫对象、制定针对性强的有效措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论文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能力３个维

度构建多维返贫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地理学视角与 ＧＩＳ技术手段进行返贫脆弱性测度和可视化表达。

【结果】（１）福建省的返贫脆弱性程度整体降低，不同返贫脆弱性等级呈现不同的态势，高返贫脆弱性从６５．７％

下降至３１．８％，中返贫脆弱性从２３．９％提高至５６．１％，低返贫脆弱性从１０．４％提高至１２．１％。（２）其空间范

围也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高返贫脆弱性在空间上表现为 “破碎连接”，中返贫脆弱性表现为 “集聚连片”，低

返贫脆弱性总体呈现 “收缩连接”态势；（３）第一产业增长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土地面积、农村用电量、

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与返贫脆弱性显著相关。【结论】福建省的返贫脆弱性具有时

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性，中、高返贫脆弱性普遍存在，低返贫脆弱性仅集中在部分沿海都市区，且返贫脆弱性

的产生机制具有多维特征。未来实现可持续稳定脱贫，要重点关注中、高返贫脆弱性地区，将脆弱性等级识别

和精准举措紧密对应，并加强返贫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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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实现了７亿

多人的成功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７０％
［１］，

中国的减贫经验成为全世界的典型样本。近年来中

国的扶贫工作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仅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年贫困人口从９８９９万减少至１６６０万，农村

贫困发生率从１０．２％降至１．７％
［２］。２０１９年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中国将逐步退出贫困，进入

“后贫困时代”［３］。值得注意的是，已脱贫群体可能

由于生计脆弱性，在自然灾害、市场变化、重大事

故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出现重陷贫困状态的现

象［４］，进而蚕食扶贫成果［５］，阻碍扶贫进程的纵深

推进。【前人研究进展】事实上，返贫现象已经引

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目前主要有返贫、空间贫困和脆弱性等三

条研究脉络。其中，对返贫的学术研究集中在返贫

率的测算、产生机制、遏制策略等方面。在返贫的

测算方面，数据表明，农村返贫率通常在２０％左

右，部分年份高达６０％，在西北、西南等返贫高

发地区的个别省份返贫率超过５０％
［６］，个别省份

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７］；在产

生机制方面，一般认为是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

包括政策性因素、能力缺失 （身体健康、文化素

质、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外界冲击 （自然灾害、

气候影响、重大事件等）［８－９］。在遏制策略方面，

有学者提出 “主体供体载体”三位一体的可持续

扶贫模式［１０］。空间贫困是对多维贫困内涵的延伸

和深化［１１］，是将一系列指标 （收入、消费、医疗

卫生、教育等）赋予地理属性，并将这一系列指标

合成为地理资本，通过探讨地理资本的空间集聚特

征和规律，来判定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据此制

定精准的减贫策略［１２］。学术界广泛将ＧＩＳ技术与

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用于模拟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及

规律［１３］，并进行自然、社会、经济致贫指数空间

格局的可视化［１４－１５］，从而为更精准高效识别贫困

对象和制定扶贫战略提供科学参考。与返贫密切相

关的还有脆弱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研究，其关注度

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脆弱性的概念首先被应用于自

然灾害研究领域，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最早在地学领域提

出了脆弱性的概念［１６］。目前脆弱性的应用已经延

伸至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生态学、

经济学、工程学等研究领域，不过由于研究对象和

视角的差异，不同学科领域对脆弱性的定义也有所

区别。世界银行在 《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 “贫困

脆弱性”这一术语，认为脆弱性是由于个体或家庭

遭遇风险导致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下降到地区

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性［１７］。当前脆弱性已经

成为研究贫困的重要方向，研究内容涵盖外界冲

击、抵御能力、适应能力等３个方面，大多数是侧

重于外界冲击对家庭或农户陷入贫困状态的直接影

响［１８］，同时也强调教育和健康是家庭陷入贫困脆

弱性的两个关键因素［１９］。 【本研究切入点】综上，

目前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基

于当前视角构建指标体系以预测未来返贫脆弱性的

研究相对较少，鲜有揭示返贫脆弱性时空格局的研

究成果，对福建省等沿海相对发达地区的返贫脆弱

性的研究案例更未见于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福建省６７个县 （市、区）为实证对象，探

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福建省返贫脆弱性的时空分

异特征和产生机制，旨在深入理解贫困的动态表现

特征，同时为２０２０年以后贫困退出背景下制定精

准有效的遏制返贫长效机制提供科学借鉴。

１　区域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区域概况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东隔台湾海峡与台

湾省相望，南北衔接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全省

大部分属中亚热带，闽东南部分地区属南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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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福建省素有 “八山一水

一分田”之称，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受新华

夏构造控制，形成两条斜贯全省的武夷山脉和戴云

山脉。土地总面积１２．４万ｋｍ２，海域面积１３．６万

ｋｍ２，现辖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龙

岩、三明、南平、宁德９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

区 （平潭县），共６７个县 （市、区） （金门县除

外）［２０］，并在沿海南北两翼分别形成 “厦漳泉”和

“福宁莆”两大都市区。２０１８年末，福建省常住人

口３９４１万人，其中，农村常住人口１３４７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３４．２％
［２１］。

福建省属东南沿海的经济洼地，一方面经济落

后于毗邻的浙江省、广东省等经济发达省份；另一

方面，其内部由于受复杂的地势地貌和社会经济条

件的影响，内陆山区的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沿海地

区，呈明显的不均衡性［２２］。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福建省就率先在全国开展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

２０１２年，福建省确定了２３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在 “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基本形成了 “贫

困户贫困村贫困县”３个层面的扶贫政策支撑体

系［２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２０１８年，福建省建档

立卡贫困村新退出１１５８个，５个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实现摘帽，现行扶贫标准下贫困发生率降

至０．０２％，基本完成减贫任务
［２４］。正如 《２０１９全

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中提出的 “根据国际减贫经验

和中国攻坚实践，减贫越到后面，难度越大”［２５］，

同时出现返贫的风险也更高。２０２０年福建省所有

的贫困县将全部退出，而返贫作为新型贫困问

题［２６］，将成为福建省当前以及未来脱贫攻坚的关

键问题。因此，福建省的研究案例对其他地区有序

退出贫困、有效遏制返贫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２１　脆弱性分析框架与评估指标体系　如上文

所述，脆弱性既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也是返贫的主

要原因之一［２７］。本文将返贫脆弱性定义为由于个

体或群体受到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交互作用形成的

外部干扰系统而造成从非贫困状态转向贫困状态的

可能性及程度。参考 ＶＳ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ｏｐ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评价框架，将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性、敏

感性和适应能力３个维度
［１６］。本文尝试构建由

“维度层类别层指标层”组成层级结构的返贫脆

弱性分析框架，并通过系统的暴露性、敏感性和适

应能力测度返贫脆弱性程度。其中，暴露性反映对

象暴露于或遭受外界不利冲击的可能性和程度，是

综合冲击强度、冲击持续时间、空间邻近性等指标

图１　福建省２３个省级扶贫重点县

犉犻犵．１　犜狑犲狀狋狔狋犺狉犲犲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犻狀犉狌犼犻犪狀狌狀犱犲狉狆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

狆狅狏犲狉狋狔犪犾犾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犵狉犪犿

的结果；敏感性反映对象容易遭受不利冲击的影响

程度或受损的程度，主要由对象自身结构特征来反

映；适应能力反映对象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包括

应对、调整和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水平［２８］，取决

于适应主体的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

等。

返贫在本质上也是贫困，同样具有多维性。多

维贫困的概念来自人类能力和发展的概念［２９］，包

括教育、医疗、就业和生活水平等多方面指标，能

够更全面地概况贫困的程度和内容。根据暴露性、

敏感性和适应能力３大维度层，参考前人的研究成

果，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多维返贫脆弱性评价指标

体系 （表１）。暴露性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风险两

个指标来衡量：一是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灾害程度

和森林覆盖程度两个衡量指标，其中地区的自然灾

害频发程度对于较大程度依赖于自然条件的脆弱性

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森林覆盖率能够较好地表现出

地区的环境和生态特性；二是社会风险，包括城镇

登记失业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脆弱性群体暴露于

社会就业问题的程度。敏感性是指暴露于风险之下

的非贫困状态的稳定水平，通过脆弱性群体的人口

结构和经济结构来衡量。人口结构由老年人口比例

来体现，用以反映家庭面对风险的敏感性程度；经

济结构通过第一产业增长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共同

反映，能够充分说明地区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状况和

项目投资情况，折射出地区对于风险的敏感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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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是指脆弱性群体对暴露在外部不利干扰后的

自身的抵抗与调整适应负面影响的能力，引入五大

生计资本作为指标层，包括脆弱性群体的金融、人

力、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其中，金融资本通过

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体现，可以说明地区或农户农村

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人力资本通过普通初中在校

生比例和１５～６４岁人口比例两个指标来体现，反

映地区或家庭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本

通过人均土地面积来体现，可以度量地区的发展限

度；物质资本通过公路通车里程和农村用电量来体

现，分别反映地区公路建设的发展规模以及农村用

于生产和生活的电量情况，体现了地区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保障水平；社会资本通过卫生机构床位数、

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３个衡

量指标共同体现，反映出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

福利保障程度。综合分析五大资本来反映地区或群

体对于返贫风险的适应能力，其资本能力越强，越

有利于抵御外界的不利冲击。

本文的指标权重确定采用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

构建中的德尔菲法 （ＤｅｌｐｈｉＭｅｔｈｏｄ），即匿名专家

评分法。请８位从事人文地理、区域发展、农业地

理、经济地理以及农业农村和贫困等研究领域的权

威专家通过背对背匿名的方式对指标因子进行排序

或打分，使各轮的咨询能够更加科学有效［３０］。通

过多次的征询反馈，使专家的观点趋于一致，最终

确定权重的大小。

１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主要数据包括矢量

数据图层和各县市的基础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其中，矢量数据图层来源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

台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ａｃ．ｃｎ／）；各县市的基

础统计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福建统计年

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县市卷）》、福建省９个

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各县 （市）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１２３　脆弱性评估方法　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后，进行返贫脆弱性等级的评价：

首先，建立返贫脆弱性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各

县的暴露性指数 （犈）、敏感性指数 （犛）和适应能

力指数 （犃），如 （１）所示：

犣＝∑
犿

犻＝１
犠犻狇犻，其中：犠犻＝∑

狀

犼＝１
犪犼狉犼 （１）

式中，犣指暴露性指数（犈）或敏感性指数（犛）

或适应能力指数（犃），狇犻为类别层第犻个类别的权

重，犪犼为指标层第犼个指标参数的标准化值，狉犼为指

标层第犼个指标的权重系数（狉犼为带有正负符号的

值，属性为正，则符号为＋；属性为逆，则符号为－）。

其次，根据公式 （１）计算各县返贫脆弱性指

数。由于暴露性和敏感性对脆弱性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适应能力与脆弱性程度呈负相关关系［３１］，因

此，建立返贫脆弱性公式：

犞＝０．３犈＋０．３犛－０．４犃 （２）

式中，犈、犛、犃 为上述犣 的计算结果。返贫

脆弱性犞 的值越高，表明返贫可能性越强或程度

越大。

在此基础上，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通过自然断点

法 （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ｒｅａｋｓＣｌａｓｓ）将福建省６７个县 （市）

的返贫脆弱性得分进行分级并可视化表达。

表１　福建省县域多维返贫脆弱性指标体系及权重分配

犜犪犫犾犲１　 犕狌犾狋犻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犪狀犱 狑犲犻犵犺狋 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狅犳 狉犲狋狌狉狀狋狅狆狅狏犲狉狋狔

犻狀犮犻犱犲狀狋狊犻狀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狅犳犉狌犼犻犪狀

维度层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类别层

Ｃｌａｓｓ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ｌｅｖｅｌ

暴露度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０．３）

自然环境（０．６） 自然灾害程度（０．４）

森林覆盖程度（０．６）

社会风险（０．４） 城镇登记失业率（１）

敏感性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０．３）

人口结构（０．４） 老年人口比例（１）

经济结构（０．６） 第一产业增长值（０．７）

固定资产投资额（０．３）

适应能力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０．４）

金融资本（０．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

人力资本（０．４） 普通初中在校生比例（０．５）

１５～６４岁人口比例（０．５）

自然资本（０．１） 人均土地面积（１）

物质资本（０．１） 公路通车里程（０．６）

农村用电量（０．４）

社会资本（０．２） 卫生机构床位数（０．３）

城镇化率（０．３）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０．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返贫脆弱性时空演变

２１１　返贫脆弱性时间动态格局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福建省的返贫脆弱性程度整体降低，但不同返

贫脆弱性等级呈现不同的态势，高返贫脆弱性比例

降低，中返贫脆弱性与低返贫脆弱性的比例均提

高，同时空间范围也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高 返 贫 脆 弱 性 的 比 例 从

６５．７％下降至４０．３％，其空间范围从沿闽西武夷

山脉、闽中戴云山脉两大山脉连片分布格局逐步缩

小，形成在全省范围内零星碎片化分布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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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返贫脆弱性的比例从２３．９％提高至５０．７％，其

空间范围从原来的碎片化分布于闽中内陆和沿海发

展到集中连片分布的新态势，成为福建省整体返贫

脆弱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低返贫脆弱性的比例从

１０．４％减少至９．０％，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两大沿

海都市区，格局无明显变化。

图２　福建省县域返贫脆弱性等级空间分异

犉犻犵．２　犛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狋犻狅狀狅狀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狉犲狋狌狉狀狋狅狆狅狏犲狉狋狔犻狀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犻狀犉狌犼犻犪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高返贫脆弱性的比例从

４０．３％下降至３１．８％，在空间上沿两大山脉扩展

延伸，再次形成连片分布态势，呈现出团状和带状

连接格局。中返贫脆弱性的比例从５０．７％下降至

５６．１％。在空间上从集中连片的格局进一步显现，

沿海的中脆弱性地区呈现出环都市区分布的格局。

低返贫脆弱性的比例从９．０％提高至１２．１％，在空

间上，仍表现为集聚在沿海两大都市区分布，其中

“福宁莆”都市区的低返贫脆弱性地区呈带状分布

格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福建省社会经济水平整

体的提高，低返贫脆弱性地区也开始在内陆出现。

返贫脆弱性是对返贫现象的风险评估，随着时

间的变化，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干扰等因素，脆弱

性等级呈现出时间维度上的变化。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随着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确定，精准扶贫工

作的推进落实，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得贫困问题得

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高度返贫脆弱性程度逐渐减

小，福建省整体的返贫脆弱性缓解。

２１２　返贫脆弱性等级空间分异格局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福建省高返贫脆弱性在空间上的动态变

化表现为 “破碎连接”的态势；中返贫脆弱性表

现为 “集聚连片”态势；低返贫脆弱性变化较小，

总体呈现 “收缩连接”态势 （图２）。以２０１６年的

识别结果为例，具体阐述不同返贫脆弱性等级空间

分布格局 （图２Ｃ）。

高返贫脆弱性县 （市、区）主要集中在内陆山

区的南平市、三明市、宁德市，包括松溪县、政和

县、顺昌县等２１个县 （市）。其中，闽西地区的高

返贫脆弱性地区 （松溪县、政和县、顺昌县、延平

区、建宁县、泰宁县、将乐县、宁化县、清流县、

明溪县）呈团状分布；闽东北地区的高返贫脆弱性

地区 （柘荣县、寿宁县、周宁县、屏南县、古田

县、闽清县、永泰县、德化县、长泰县）沿戴云山

脉呈带状分布；此外，东山县和平潭县 （综合实验

区）两个海岛地区也呈现出高返贫脆弱性，值得关

注。２０１６年的高返贫脆弱性识别结果与福建省２３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叠加，重合率为

６６．７％，重合度较高。重合区主要分布在内陆山区

广布地区，返贫脆弱性程度较深。

中返贫脆弱性县 （市、市辖区）广泛分布在９

个地级市上。在空间上，整体呈３大片区。具体而

言，首先最大的片区分布在龙岩市、三明市、漳州

市、泉州市、莆田市，沿戴云山脉向四周扩展，包

括武平县、上杭县、长汀县、连城县、三明市辖

区、永安市、沙县、尤溪县、大田县、漳平市、仙

游县、永春县、南安市、泉州市辖区、惠安县、石

狮市、安溪县、华安县、漳州市辖区、南靖县、龙

海市、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和诏安县，共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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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次是南平片区，沿武夷山脉分布，包括浦城

县、武夷山市、建阳区、建瓯市、光泽县和邵武

市，共６个。最后是环 “福宁莆”都市区片区，包

括福鼎市、福安市、霞浦县、宁德市辖区、罗源县

和闽侯县，共６个。中返贫脆弱性地区与高返贫脆

弱性地区交错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邻近区域综

合竞争力的辐射作用影响。低返贫脆弱性县 （市、

市辖区）仅８个。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包括 “福宁

莆”都市区的连江县、福州市辖区、长乐市、福清

市、莆田市辖区轴带状分布；“厦漳泉”都市区的

晋江市、厦门市辖区，以及内陆的龙岩市辖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不同的返贫脆弱性程度地区

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响应，可能是由于扶贫的边际递

减效应及空间关联效应，通过具体的案例加以分

析：古田县早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效益良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返贫脆弱性由高度向中度变化，

而单纯地依赖农业，农业效应逐渐减弱，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古田县再次成为高返贫脆弱性县。柘荣

县由于县域面积小，发展动力有限，长期处于高返

贫脆弱性等级。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期间，长乐市发挥

中心城区辐射功能，注重二、三产业的发展，返贫

脆弱性等级由中度向低度转变，使得 “福宁莆”都

市区的低返贫脆弱性地区在空间上连接成带状。不

同地区的变化各异，因此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格局。

２２　返贫脆弱性产生机制

返贫脆弱性不仅是长期贫困的特征，也是再生

性贫困的重要诱因，造成社会格局不断复杂化。返

贫在本质上是多维的贫困问题，返贫脆弱性是由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一般而言，返贫脆弱性的影响因

素有外源性和本源性两个部分。本文以返贫脆弱性

得分作为因变量，将所选取的自然环境、社会风

险、人口结构等９个类别作为自变量，本文通过建

立定量化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口结

构、经济结构、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

资本与返贫脆弱性显著相关（表２）。在此基础上，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选取人口结构、经济结构、金融

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下属的指标为自变量，返

贫脆弱性得分为因变量，所得线性回归结果如表３

所示：第一产业增长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用电

量、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与

返贫脆弱性显著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表２　各类别与返贫脆弱性得分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的显著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犲犪狉狊狅狀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犲狊犪狀犱狊犮狅狉犲狊狅狀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狉犲狋狌狉狀狋狅狆狅狏犲狉狋狔

年份

Ｙｅａｒ

自然环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社会风险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人口结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经济结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５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犚２＜０．０５）。表３同。

Ｎｏ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ｔ０．０５（犚２＜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３．

表３　不同指标与返贫脆弱性得分的线性回归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犻狀犲犪狉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犪狀犱狊犮狅狉犲狊狅狀狏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狉犲狋狌狉狀狋狅狆狅狏犲狉狋狔

项目

Ｉｔｅｍ

人口结构 经济结构 金融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

老年人口

比例

第一产业

增长值

固定资产

投资额

农民人均

纯收入

人均土地

面积

公路通车

里程

农村

用电量

卫生机构

床位数
城镇化率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比例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０８１ －０．２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３５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３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１

注：人口结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经济结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金融资本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物质资本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老年人口比例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第一产业增长值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固定资产投资额Ｆｉｘｅ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农民人均纯收入Ｔｈｅ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人均土地面积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ａｒｅａ，公路通车里程 Ｈｉｇｈｗａｙｍｉｌｅａｇｅ，农村用电量 Ｒｕ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卫生机构床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ｅｄ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ｍｉｎｉｍｕｍ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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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第一产业增加值与返贫脆弱性呈显著负

相关。经济结构是反映农户生计能力或返贫脆弱性

程度最直接的指标之一。随着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

高，返贫脆弱性程度将降低。福建省的三次产业结

构由２０１２年的９．０∶５１．７∶３９．３调整为２０１６年的

８．３∶４８．５∶４３．２，相比于相邻的沿海省份而言，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福建省内多山，而贫困农

户绝大多数分布在内陆山区，主要从事收入回报比

较低的农林牧渔业生产，导致其返贫脆弱性相对较

高。可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状况与脆弱性群体的

生计条件息息相关。一方面，对贫困户来说，第一

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实现增加

创收，降低自身生计脆弱性；另一方面，产业发展

作为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杠杆，直接影响返贫脆弱性

的高低，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 “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内生性脱贫，对可持续

脱贫而言至关重要。

（２）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返贫脆弱性呈显著负相

关。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

向，影响返贫脆弱性程度的高低，其中最主要的是

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以２２．２３％的速度

增长，高于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７７％的平均增长速

率；同期内，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也从９９６７元

增长到１２６５０元，年均增长１３．４６％，特别是收入

五等分分组中的低收入组收入水平也相应从３７８７

元增长到４６９１元，年均增长１１．９４％。

（３）人均土地面积与返贫脆弱性呈显著负相

关。人均土地面积能够体现地区的发展能力，人均

土地面积越大，可用于发展的资本越充分，返贫脆

弱性程度越低。福建省县域层面中，如柘荣县、长

泰县，以及东山县和平潭县 （综合实验区）两个海

岛地区的土地面积都很小，使得地区自身和当地农

民的发展能力受阻，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返贫脆弱性

识别结果显示，其脆弱性等级都呈高度脆弱性。人

均土地面积有限的地区，应当充分挖掘地区优势，

加强对外联系以带动发展，从而减轻返贫风险。

（４）农村用电量与返贫脆弱性呈显著负相关。

农村用电量包括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全年用电总量，

反映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农村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林牧渔业的

发展程度和速度，从而影响农户的生活水平和贫困

农户的发展动力条件。因此，农村用电量提高，体

现返贫脆弱性一定程度降低。此外，农村用电量的

多少还体现农村地区的电网建设水平，影响农户的

生活水平，从而影响未来返贫脆弱性的高低。

（５）卫生机构床位数与返贫脆弱性呈显著负相

关。卫生机构床位数能够充分体现地区的医疗水

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当前贫困问题中的重大

难题，因此医疗水平的高低能够有效反映地区的返

贫脆弱性程度，卫生机构床位数多，医疗水平较

高，返贫脆弱性等级较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福建

省的医疗机构床位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速，２０１５

年全省医疗机构床位总数１７３１９９张，比上年增长

５．１１％，全省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达４．５１张，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影响返贫脆弱性

等级。

（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与返贫脆

弱性呈显著负相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针对

地区贫困人群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切实保障农村

低收入人群 （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

生存条件恶劣等的脆弱性群体）的基本生活。福建

省已经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

的有效衔接。近年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凸显，且在返贫发生率中占比较大。严重的健康问

题会增大家庭的支出，使原本就具有生计脆弱性的

家庭加剧了潜在的返贫脆弱性，而农村居民最低保

障通过一定的物质帮助，可以有效缓解脆弱群体生

活水平的急剧下降，防止已脱贫群体重陷贫困状

态。因此，保障的覆盖度越高，越能有效防止返贫

现象的发生。

３　讨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讨论

（１）２０１２年，福建省确定２３个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并将其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全省

各地遵循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持之以

恒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脱贫攻坚成效卓著，返贫风

险得以有效控制，返贫脆弱性降低。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高返贫脆弱性在空间上进一步减少，中返贫脆

弱性在空间上连片，低返贫脆弱性在空间上出现连

接形成带状，整体上返贫脆弱性程度由高度脆弱性

向中度脆弱性转变。福建省的贫困人口数从２０１２

年的１３０．５万人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２０．４４万人，上

一阶段中退出的贫困群体在短期内仍具有较大的生

计脆弱性，在这个阶段中表现为中、高返贫脆弱

性。

（２）未来要实现可持续稳定脱贫，要重点关注

中、高返贫脆弱性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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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区仍分布着部分中脆弱性地区，未来需要防范

城乡差距的扩大化。此外，东山县和平潭县 （综合

实验区）两个海岛地区也呈现出高返贫脆弱性，未

来海岛地区的发展也值得关注。

（３）２０２０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的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而返贫脆弱性将

成为贫困退出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前，学术界

对于返贫、空间贫困、脆弱性的研究解释较为丰

富，但基于未来的视角，探讨返贫脆弱性等级分异

和产生机制的学术储备尚显不足，需要引起高度关

注。

３２　政策启示

国内外经验显示，未来贫困发生率降低，返贫

风险将加剧。福建省返贫脆弱性等级特征明显，针

对返贫脆弱性的不同等级程度与产生机制，未来有

效削减返贫脆弱性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１）构建返贫脆弱性识别机制。一方面，确保

信息获取、收集、反馈渠道畅通，实时跟踪已脱贫

群体的数据信息，实现动态化管理。另一方面，将

多维返贫脆弱性测度体系纳入贫困动态评估体系

中，严格设置返贫脆弱性等级标准，精准识别各县

市的返贫脆弱性程度，利用 ＧＩＳ技术手段，实现

空间分布格局的可视化表达，及时瞄准高脆弱性对

象，破解贫困的 “空间陷阱”。

（２）制定精准遏制返贫举措。根据返贫脆弱性

等级识别结果，制定高效精准的遏制策略。首先，

重点关注高、中返贫脆弱性地区，内陆山区脆弱性

程度相对较高，应充分挖掘地区优势，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 （包括交通、电网和水利设施等），同时通

过周围地区辐射带动，打造因地制宜的扶贫模式；

其次，对于低返贫脆弱性地区，要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积极引导贫困稳定退出，

完成贫困县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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