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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政策优化

——基于安徽省X县547户贫困家庭的调查分析

贾兴梅

［摘  要］ 论文基于 2016 年对安徽省 X 县 547 户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将贫困分为五维度，

利用多维贫困指数（MPI）方法，就安徽省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提出精准扶贫的政

策建议。结果表明：收入贫困发生率低于非收入贫困发生率，前者仅为 5.32%，而非收入贫困

中生活条件贫困和健康贫困的发生率高达 64.72% 和 64.17%。对多维贫困贡献率而言，从测量

维度看，能力提升与健康贫困最高，其次为生产条件贫困和生活条件贫困，而收入贫困最低；

从具体测量指标看，教育年限贫困和健康状况作用明显，其次为卫生设施贫困、劳动力不足等

施加影响。因此，精准扶贫政策须把握异质性致贫环境、多元化致贫诱因以及个体反贫困能力

差异等关键方面，制定专项扶贫政策。

［关键词］ 安徽省；农村多维贫困；精准扶贫；MPI 法

一、引言

截至 2015 年安徽省贫困人口仍有 309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5.72%a，安徽省是中部地区农

业大省，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区和皖北地区，是典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减贫

成本高，脱贫难度大。区域致贫环境复杂、农户居住分散、贫困诱因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特征。

有关多维贫困的识别研究，Sen 提出“能力贫困”b，后又系统阐述“多维贫困”c，自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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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贫困”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认为，贫困的根源来自能力的被剥夺，这种能力包含多个方面，

因此人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贫困，健康、受教育年限、生活质量等也是贫困的重要表现，

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a。有关多维贫困的衡量，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多维贫困维度测度、指

标设定、贫困识别、权重确定、被剥夺值识别、维度指数加总和贫困指数分解等方面 b。如 Sen

和 Alkire 从权利和能力被剥夺造成的贫困角度对其进行衡量 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0 年衡量

了多维贫困状况，郭建宇、吴国宝以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

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发现调整后多维贫困指数值变化非常大 d。

陈辉、张全红基于 Alkire-Foster 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

算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

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

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e。王小林、Alkire 采用 Alkire-Foster 于 2007 年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利用 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表明中

国城市和农村家庭都存在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城市和农村近 1/5 的家庭存在收入之外任意 3

个维度的贫困，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

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常用的多维贫困测度主要采用 MPI 法、A-F 法、FGT 法、模糊集方法、因子分析法等。张

全红、周强以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认为多维贫困的下降幅度超过单一收入贫困的下降幅度；

农村贫困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主体，但城乡之间的贫困差别已从收入因素转变到非收入因素；主

要致因从早期的卫生设施和收入因素转变到目前的卫生设施和教育因素 f。收入始终是中国农

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但其贡献度在下降，而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的贫困贡献度在上升；

被调查省份的多维贫困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多维贫困的变化与收入贫困的变

化也不完全一致；户主性别、教育程度和人口规模不同的家户，多维贫困程度相差较大 g。高

艳云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

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h。

上述文献从研究区域看，主要是针对全国范围内城乡之间、农村居民、农民工等，很少针

a  Sabina Alkire, Roche José Manuel, Vaz Ana, "Changes Over Time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thodology and Re-
sults for 34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4(2); Sabina Alkire,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Pa-
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54(4); Kanbur Ravi, Andy Sumner, "Poor Countries or Poor Peopl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Global Pover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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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学刊》2015 年第 2 期；王小林、Sabina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
200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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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省份或地区进行研究，同时目前学者对贫困维度的划分尚无统一的维度划分标准，在维

度构建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部分学者虽参考“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发布

的“多维贫困指数”（MPI）设定维数 a，但维数设定并不一致，多维贫困指标的设定也存在不

同，在指标选取方面仍存在些许不足，同时在数据的时效性方面有所欠妥，对贫困家庭的识别

也存在不科学性。本文将贫困划分为五个方面：生产条件贫困、生活条件贫困、能力提升贫困、

健康贫困、收入贫困等，考虑多元化致贫原因及个体反贫困能力差异，引入与生产相关的指标，

增加能力提升指标，在数据上采用一手调研数据，同时考虑不同贫困户的个体差异对贫困维度

进行合理重构，探寻各贫困维度的内在机理和路径，为精准识别贫困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文章

以 2016 年安徽省 X 贫困县 547 户贫困家庭为调研对象，通过随机抽样，根据多维贫困的分类，

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对多维贫困的维度进行测度与分解，分析安徽省贫困的原因，为中部

地区减少贫困人口提供理论依据，并提出相关的精准扶贫政策。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设计

有关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前人已从不同角度进行构建，如 Aldi 从收入和闲暇两个维度对多

维贫困进行构建 b，王小林、Alkire 使用 Alkire 和 Foster 于 2007 年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利用 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从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用电、资产、土地、

教育和健康保险 8 个维度，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测算。李佳路沿用王小林和

Alkire 的方法，从消费、环境卫生、教育和健康、脆弱性 4 个方面对 S 省 30 个贫困县的贫困状

况进行测算 c。

参考前人的研究，借鉴多维贫困指数的 10 个指标，考虑到生产条件对农民收入、生活条

件等的影响，文中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 3 个指标，调研的 547 户贫困家庭中适龄儿童全部

就读，但自身能力发展不足却是贫困的重要原因，引入自身能力发展这一指标，同时部分家庭

因残致贫，这是健康贫困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将贫困划分为生产条件贫困、生活条件贫困、

能力提升贫困、健康贫困、收入贫困等五维度。其中生产条件贫困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

金等方面的贫困；生活条件贫困主要包括饮用水、通电、住房、生活燃料、卫生设施、耐用品

等方面的贫困；能力提升贫困与个人特征有关，主要包括受教育年限和自身能力发展等方面的

贫困；健康贫困主要包含健康状况、医疗保险、身体是否残疾等方面的贫困；收入贫困主要指

人均纯收入是否在贫困线以上。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赋值如表 1 所示。

a  Andy Sumner, Global Poverty and the New Bottom Billion: What If Three-quarters of the World’s Poor Live in Mid-
dle-income Countries?, IDS Working Papers No. 349, 2010; Ravallion Martin, "On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of Pover-
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1, 9(2).

b  Hagenaars Aldi, "A Class of Poverty Indic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7, 28(3).
c  李佳路：《农户多维度贫困测量 —— 以 S 省 3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财贸经济》2010 年第

10 期。



·92·

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政策优化

表 1  贫困的维度、指标及赋值

维度 指标 赋值①

生产条件贫困
（1/5）

土地不足（1/15） 人均耕地少于 1 亩，赋值 1

劳动力不足（1/15） 家庭中至少有 1 名成员无劳动能力，赋值 1

资金不足（1/15） 家庭缺少资金发展产业，赋值 1

生活条件贫困
（1/5）

卫生设施（1/30） 不能使用室内、室外冲水厕所或干式卫生厕所，赋值 1

饮用水（1/30） 不能使用自来水或深井水（>5m），赋值 1

照明（1/30） 家中不通电，赋值 1

生活燃料（1/30） 家庭以“柴草”“秸秆”为生活燃料，赋值 1

住房（1/30） 家中住房为“土坯”结构或“危房”，赋值 1

耐用品（1/30）
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电扇、计算机、微波炉、
电话、手机、照相机、高压锅、电助力自行车、摩托车、
汽车等家用电器或交通工具最多拥有一项的家庭，赋值 1

能力提升贫困
（1/5）

受教育年限（1/10） 家中任一成年人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赋值 1

自身能力发展不足（1/10） 家中至少有 1 名无任何技术人员，赋值 1

健康贫困
（1/5）

健康状况（1/15） 家庭至少有 1 名成员患有相当严重的疾病，赋值 1

医疗保险（1/15） 家庭中至少 1 名成员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赋值 1

残疾人员（1/15） 家庭中至少有 1 名成员存在残疾，赋值 1

收入贫困（1/5） 人均收入（1/5） 家庭人员平均收入低于农村贫困线的收入水平，赋值 1
a

（二）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解方法

本文采用多维贫困指数（MPI) 方法，估计样本区多维贫困状况，取不同指标的权重和剥夺

值，观察贫困指数的变化，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测量结果。MPI 法分为五步：

第一步，贫困维度和测量指标的确定。本文的维度包含五个方面，其中生产条件贫困包含

3 个指标，生活条件贫困包含 6 个指标，能力提升贫困包含 2 个指标，健康贫困包含 3 个指标，

收入贫困包含 1 个指标，共 15 个指标。假定某一时刻经济社会有 n 个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的

福利水平由 d 个指标评估，xij 表示个体 i 在福利指标 j 上的取值。

第二步，贫困剥夺临界值的确定。剥夺临界值是划分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当某一指

标达到临界值时，就视为这个家庭在这方面贫困，用 gij 表示个体 i 在指标 j 上的剥夺得分，如

果在指标 j 上处于剥夺状态，则 gij 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个体在每个福利维度上的得分与对

应的剥夺临界值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其在各个维度上的贫困状况。用 zj 表示 j 指标的剥夺临界值，

如果 xij＜ zj，则个体在指标 j 上处于剥夺或贫困状态。

第三步，各维度和指标权重的确定。对每个福利维度赋予一个权重 ωj，这种权重代表各个

a  每个指标只有两种状态：一是贫困，二是非贫困。本文是有关贫困的测度，因此文中将每户贫困家庭在某方面
贫困赋值为 1，非贫困赋值为 0。



·93·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2 卷第 2 期 Vol. 2, No. 2

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则有 。为了简化计算，权重的确定采用等权重法。

第四步，每个家庭多维贫困剥夺值的计算。当一个家庭的多维贫困剥夺值大于权重时，就

为多维贫困家庭，然后个体在各维度上的总剥夺得分：

                                                             （1）

如果个体 i 的多维贫困维度 m 超过某一临界值维度 k，则该个体被界定为多维贫困，否则

为非多维贫困。即假定 m ≥ k，则 ci=(k)=ci，否则 ci(k)=0。

第五步，多维贫困指数的计算。多维贫困指数通过两个指标来计算：一个是多维贫困人口

发生率（H），它等于多维贫困家庭数占总家庭数的比重；另一个是多维贫困强度指数（A )，

它等于多维贫困家庭总剥夺得分除以多维贫困家庭数。多维贫困人口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强度指

数的乘积即为多维贫困指数值。

多维贫困指数 M0 为：

          （2）

        （3）

其中 q 为多维贫困家庭数。

为分析各指标贫困对整体贫困的影响，将多维贫困指数按照指标分解得到：

     （4）

其中 ，为维度 j 的贫困指数，第 j 维度多维贫困中的贡献率 βj，可表示为：

      （5）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相比全国水平，安徽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安徽省存在 1/3 左右的国家级贫困县，同

时存在 1/3 左右的省级贫困县。本文针对安徽省 X 贫困县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 55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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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问卷 555 份，有效问卷 547 份，有效率达到 98.55%，利用获得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对

安徽省 X 贫困县的多维贫困程度及贫困贡献度进行分析，并据其提出有关精准扶贫的相关

政策。

（一）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及多维贫困估计结果

根据调研数据及贫困发生率的定义，计算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如表 2 所示。表 2 显示，各

指标之间的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差异。生活条件贫困和健康贫困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 64.72%

和 64.17%，意味着生活条件贫困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农村居民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条件，如卫生设施改造。由于卫生设施改造需要缴纳一定的费

用，导致很多农村居民不愿改造，同时农村卫生设施不易改造。二是农村居民更愿利用现有

资源，如生活燃料，由于农村存在很多秸秆等燃料，农村居民不愿花钱去购买燃气等污染较小

的燃料。健康贫困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应对重大疾病的能力较弱，一旦家庭中

有一人发生重大疾病，将可能引起贫困。其次为能力提升贫困，其发生率为 45.70%，农村受

教育程度低于城镇，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部分

家庭教育有所缺失。再次为生产条件贫困，其发生率为 34.92%，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导

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形成许多“386199”村，部分农村土地开始流转，即使部分农民存在创业

意向也由于资金缺乏而停滞不前。因此，生产条件不足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作为贫困

发生率最低的收入贫困，其贫困发生率仅为 5.32%，意味着收入不是贫困的唯一原因，农村居

民需要提高收入水平，但同时需要改善生产、生活、能力、健康等各方面。

在生产条件贫困中，劳动力不足成为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其贫困发生率为 16.82%，随

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农村适龄劳动力不足。在生活条件贫困中，卫生设施贫困较为

突出，其发生率为 36.56%，住房所导致贫困发生率仅为 8.41%，主要受国家扶贫政策的影响，

针对贫困户，通过危房改造能够提供一定的补贴 a，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住房所需要的资金。而

在健康贫困中，以健康状况最为突出，其贫困发生率为 47.53%，在所调查的农户中，这些农

户主要是因病致贫；其次为因残致贫，由于家庭中存在残疾人员引发的贫困率为 14.63%。在

能力提升贫困中，受教育限制导致的贫困发生率为 29.80%，缺技术和自身能力发展不足而导

致的贫困发生率为 15.90%。由此可见，贫困表现为不同的方面，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全面刻画

贫困的现状与特征，有关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举措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

表 2  各指标贫困发生率

维度 指标及贫困发生率（%）

生产条件贫困（34.92%）

土地不足（9.14%）

劳动力不足（16.82%）

资金不足（8.96%）

a 针对贫困户，安徽省 2016 年危房改造补贴为 2 万元，2017 年危房改造补贴为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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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指标及贫困发生率（%）

生活条件贫困（64.72%）

卫生设施（36.56%）

饮用水（3.84%）

照明（0.55%）

生活燃料（12.80%）

住房（8.41%）

耐用品（2.56%）

能力提升贫困（45.70%）
受教育年限（29.80%）

自身能力发展不足（15.90%）

健康贫困（64.17%）

健康状况（47.53%）

医疗保险（2.01%）

残疾人员（14.63%）

收入贫困（5.32%） 人均收入（5.32%）

注：收入贫困线以最新公布的每人每年 3300 元为标准。

根据式（2）、式（3），计算不同临界值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如表 3 所示。表 3 显示，当

K=1 时，贫困发生率高达 90.68%，贫困剥夺份额为 0.1676，多维贫困指数为 0.1520，意味着存

在 90.68% 的农户 10% 的加权维度被剥夺，当 K=3 时，贫困发生率高达 40.95%，贫困剥夺份

额为 0.2482，多维贫困指数为 0.1016，意味着存在 40.95% 的农户 30% 的加权维度被剥夺，当

K=6 时，贫困发生率仅为 0.91%，贫困剥夺份额为 0.3000，多维贫困指数为 0.0027，意味着存

在 0.91% 的农户 60% 的加权维度被剥夺。由此看出，安徽省的贫困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贫困，

而是多维贫困，而且贫困程度相对较高。

表 3  多维贫困指数

K 贫困发生率（H） 贫困剥夺份额（A） 多维贫困指数（M0）

1 0.9068 0.1676 0.1520

2 0.5832 0.2182 0.1272

3 0.4095 0.2482 0.1016

4 0.1865 0.3016 0.0562

5 0.0932 0.3346 0.0312

6 0.0091 0.3000 0.0027

（二）多维贫困指数及分解

为更好分析不同维度不同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根据式（4）、式（5），计算各指标贫

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如表 4、表 5 所示。表 4 为各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表 5 为各



·96·

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政策优化

维度中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

表 4  各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

k=1 k=2 k=3 k=4 k=5 k=6

生产条件贫困 15.32 15.32 16.17 17.64 18.53 17.60

生活条件贫困 14.19 14.19 14.05 13.80 13.66 13.81

能力提升贫困 30.07 30.07 29.77 29.25 28.93 29.26

健康贫困 28.15 28.15 27.86 27.38 27.08 27.39

收入贫困 12.27 12.27 12.15 11.93 11.80 11.94

 

表 4 显示，健康贫困、能力提升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大，其次是生产条件贫困、生

活条件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而收入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小。以 K=3 为例，能力提升贫

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达到 29.77%，意味着引起贫困的原因中能力提升是重要因素；健康贫

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为 27.86%，意味着由于家庭中一人或多人存在严重疾病等引起贫困较为

严重，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虽通过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等措施能够有所缓解，但仍然较高；

生产条件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为 16.17%，生活条件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为 14.05%，

收入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为 12.15%。

表 5  各指标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

k=1 k=2 k=3 k=4 k=5 k=6

土地 4.01 4.01 3.97 3.90 3.86 3.90

劳动力 7.38 7.38 8.31 9.92 10.89 9.87

资金 3.93 3.93 3.89 3.82 3.78 3.82

卫生设施 8.02 8.02 7.94 7.80 7.72 7.80

饮用水 0.84 0.84 0.83 0.82 0.81 0.82

照明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生活燃料 2.81 2.81 2.78 2.73 2.70 2.73

住房 1.84 1.84 1.83 1.79 1.77 1.79

耐用品 0.56 0.56 0.56 0.55 0.54 0.55

受教育年限 19.61 19.61 19.41 19.07 18.86 19.08

自身能力发展 10.47 10.47 10.36 10.18 10.07 10.18

健康状况 20.85 20.85 20.64 20.28 20.06 20.29

医疗保险 0.88 0.88 0.87 0.86 0.85 0.86

残疾 6.42 6.42 6.35 6.24 6.17 6.24

人均收入 12.27 12.27 12.15 11.93 11.80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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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指标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看，以 K=3 为例，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对多维贫困的贡

献率较大，分别达到 19.41% 和 20.64%，两者成为影响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自身能力发展不

足的贡献率也较高，为 10.36%。人均收入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为 12.15%，低于教育年限和健

康状况贫困。意味着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收入所导致的贫困发生率逐渐降低。安徽农村减

贫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收入方面，而是需要从多维角度进行，教育、健康和自身能力发展是重要

方面。2006 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实施并在全国迅速推广，扩大了农村居民健康

保险覆盖率，有利于减轻健康贫困率。目前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迅速增长，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目标基本实现，提高了受教育年限。此外，自身能力发展成为贫困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但自身能力发展不足并不是义务教育政策所能解决的，需要通过其它教育方式解决，如劳动力

的职业教育、就业培训、技能培训等，同时“阳光工程”a“雨露计划”b 等项目的实施，有利

于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减贫方面的重要政策。

劳动力不足、卫生设施落后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分别为 8.31%、7.94%，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以中青年为主，这就导致农村的主要

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严重，以致农村劳动力不足。生活条件中的卫生设施改善有利于居民环境与

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为农村改厕工作已在不同专项项目中有所强调，但仍不能满足农村居民

生活需要，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减贫维度。因残导致的贫困贡献率为 6.35%，这也是健康贫困的

重要方面。土地、资金、饮用水、照明、生活燃料、住房、耐用品、医疗保险等贫困的贡献率

均在 5% 以下。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精准扶贫不应再以收入贫困作为唯一标准，而应从多维角度进行。针对多维贫困指标的选

取，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维度与权重，同时需要注意贫困的区分度与独立性，

通过设置剥夺临界值，降低漏入率，提高覆盖率，尽可能全面反映区域的多维贫困特征。本文

利用 MPI 测度方法，基于 2016 年安徽省 X 贫困县 547 户贫困家庭调查数据，将贫困分为生产

条件贫困、生活条件贫困、能力提升贫困、健康贫困、收入贫困等，对安徽省农村家庭多维贫

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收入贫困发生率低于非收入贫困发生率。收入贫困已不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贫困发

生率仅为 5.32%，非收入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和健康贫困的发生率高达 64.72% 和 64.17%。

由此看出，非收入贫困发生率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虽有所

提高，但整体生活质量并未得以全面改善，仍落后于城镇，非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

a  阳光工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主要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农村
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示范项目。

b  雨露计划主要是在贫困地区实施，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创业能力为宗旨，
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
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克服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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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收入贫困贡献率低于非收入贫困贡献率。能力提升贫困和健康贫困是多维贫困发生

的重要原因，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能力提升贫困最为突出；其次是生产条件贫困

与生活条件贫困的贡献率略低于能力提升贫困和健康贫困，收入贫困的贡献率最低。由此看出

非收入贫困贡献率高于收入贫困贡献率。这与我国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教育的贫弱

和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使得脱贫潜力十分有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提高了医疗

保险的覆盖率，有利于降低健康贫困，但并不能完全改善健康贫困问题。生活、生产条件贫困

不仅仅受收入的影响，而且受教育、健康等的影响。

第三，不同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贡献率差异明显。从具体指标看，生产条件贫困中劳动力

不足贫困发生率为 16.82%，生活条件贫困中卫生设施贫困较为突出，发生率为 36.56%，住房

所导致的贫困发生率仅为 8.41%，因健康状况导致的贫困发生率为 47.53%。受教育的限制导致

的贫困发生率为 29.80%，缺技术和自身能力发展不足而导致的贫困发生率为 15.90%。从贡献

率看，以 K=3 为例，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两方面的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

19.41% 和 20.64%，收入贫困的贡献率仅为 12.15%。生活水平方面卫生设施、生产条件方面劳

动力不足等问题较为严重，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也较大。

与单维贫困相比，多维贫困更能全面、准确反映农户贫困的现状，对于精准扶贫、减贫工

作的开展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在当前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转型期，安徽农村贫困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农民

工返乡创业困境、次生环境污染灾害、老龄人口加剧、家庭抚养关系变异、社会保障与公共服

务滞后等，均成为新时期安徽农村贫困的直接、间接原因。收入贫困已不是贫困的主要方面，

而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贫困，同时不同区域致贫原因不同，在不同区域的扶贫政策应有所侧重，

针对安徽省而言，教育扶贫是其重要方面，健康贫困对非收入贫困的贡献较高，因此注重教育、

健康扶贫工作的开展，对降低贫困十分有利。

其二，基于安徽不同贫困区异质性致贫环境、不同贫困农户多元化致贫诱因以及个体反贫

困能力差异，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动态管理的治贫方式，

比粗放式扶贫、“一刀切”模式更为有效。因此扶贫政策需要根据不同农户的不同特征有针对

性地扶贫，将扶贫工作精准化、科学化、全面化。通过加大对农户的帮扶力度，如生产资料、

农业技术、农村金融等方面的帮扶，进而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通过积极拓展农村扶贫渠道，

如农村旅游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不能仅仅在收入贫困上给予补贴，而要

从多维度进行支持。

其三，从多维扶贫视角研究安徽省精准扶贫的制度保障与促进政策，依托多维贫困理论与

科学识别工具，探寻精准扶贫的内在逻辑机制；以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为路径导向，以精准扶

贫的现实问题为调控靶点，更好地促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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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Are-
as and Optimiz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

c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547 Poor Households in X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Jia Xingmei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47 poor households in X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in 2016, 
this paper divides poverty into fi ve dimensions, u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meth-
od to measure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puts for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income poverty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n-income poverty, with the former at only 5.32% while the incidence of living condition poverty 
and health poverty as part of non-income poverty at as high as 64.72% and 64.17%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contribution rate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apacity poverty and health poverty have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rates to poverty, followed by poverty 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poverty in liv-
ing conditions.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come poverty is the lowest. In terms of specifi c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he roles of insuffi cient years of education and poor health status are prominent, followed 
by poor health facilities and the shortage of labors. Therefor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key aspects such as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contingencies causing pover-
ty, and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capacities to combat poverty, and develop spe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ccordingly.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are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PI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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