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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赤水河和长江洪湖段 233 名退捕渔民为调查对象，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从家庭禀赋、政策认
知、政策执行三个维度构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本
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禀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路
径系数来看，家庭禀赋、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三个维度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分别是 0.264、0.198
和 0.435；从中介效应来看，家庭禀赋通过政策认知间接影响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本文认为建立多元化禁捕补
偿制度、确保按时发放补偿资金、切实提高退捕渔民受教育水平、积极开拓渔民转产转业渠道可以进一步提升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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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拥有十分丰
富的淡水渔业资源。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
染、过度捕捞等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生物完整性
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形成了渔民越捕越
穷、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的恶性循环。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
偿制度”，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

好退捕持久战的难点和关键。本文从家庭禀赋、政策
认知、政策执行三个维度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
型，探讨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
径，为优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政策、实现渔
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分析框架
费耐尔最早提出顾客满意度指数（CSI），后来满
意度逐渐被应用到政府政策的绩效评估上，国内多位

实施方案》和《关于做好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和生活保

学者探讨了精准扶贫 [2]、生态移民 [3]、征地补偿 [4] 等

障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到 2020 年长江流域

政策背景下的农户满意度。政策满意度作为心理感知

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对禁捕退捕工作作出明确

与评判的重要方式，能够直接和综合地反映参与者的

部署和要求。长江十年禁捕是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落

主观福利感知。退捕渔民作为长江流域禁捕政策实施

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全局计、为子孙

的直接利益主体，本文将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界定为

谋的重大决策。2020 年长江流域 332 个水生生物保

退捕渔民自身利益需求与禁捕补偿政策的利益供给之

护区率先实现全面禁捕，2021 年“一江两湖七河”全

间的差异，并从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执行三个

面禁渔，十年禁捕关系到 23 万渔民的上岸安置、社

方面研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

会保障和转产转业问题，退捕渔民的利益需求与补偿
政策的利益供给之间的差异，表现为退捕渔民对政策
的满意度 [1]。退捕渔民对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如何？在
哪些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打

1.1 家庭禀赋
家庭禀赋是衡量家庭发展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也是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 [5]。家庭禀赋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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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和整个家庭在发展中所拥有的天然及后天
形成的所有资源和能力的总和，主要包括家庭人力
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及家庭社会资本



显著影响。
H1d：家庭社会资本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
显著影响。

[6]

四个方面 。谢晋等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生计禀
赋的视角研究影响农户、兼业经营户及非农经营户参

1.2 政策认知

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农户的家

政策认知作为检验政策效果以及政策满意度的影

庭自然资本及家庭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户生产积极

响因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政策认知是人们对政

性，家庭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兼业经营户对政策实施的

府出台的某项政策，了解程度以及对政策的制定、执

满意程度，非农经营户中金融资本与政策满意度密切

行及实施效果的认识与评价 [15]。严立冬等提出农户对

相关 [7]。陈廷贵等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提出家

项目的认知越深刻，满意度越高 [16]。周升强等认为奖

庭规模、捕捞收入对渔民退捕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受

补发放的及时性及对成本上升的弥补效果会对农牧户

教育水平对渔民退出捕捞行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

奖补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1]。高名资等认为农民对

[8]

验 。罗万云等提出家庭禀赋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

土地确权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对土地确权工作的满

意度显著正相关并存在性别、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的

意度就越高 [17]。毕梦琳等认为家庭禀赋对农户生态农

[9]

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家庭禀赋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
影响。
家庭人力资本是家庭禀赋的基本要素，体现一个
家庭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状况，一般用家庭规模、平
均受教育水平及平均健康程度来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
和数量 [10,11]；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素质
较好的渔民，能够尽快适应退捕后生活，对禁捕补偿

业效益认知有显著影响 [18]。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政策认知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
影响。
H3：家庭禀赋通过政策认知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
度具有显著影响。
1.3 政策执行

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家庭自然资本可分为无形的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是为实现

公共资本和有形可分的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本及生态服

预期的政策目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采取一定的方

务 [12]，一般用家庭拥有的耕地、林地面积及耕地、林
地的土地质量衡量家庭自然资本。对渔民而言，耕地
与水域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本，拥有较少的耕地及水域
面积的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具有较低的满意度。家
庭经济资本是用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及基
础设施，经济资本可以用牲畜价值、收入、家庭住房
情况以及其他固定资产四个指标表示 [13]，拥有较多经
济资本的家庭对天然水域捕捞活动的依赖程度较低，
更愿意退出捕捞业从事其他行业，对禁捕补偿政策有
较高的满意度。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与外界联系的桥
梁，是家庭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借助的各种社会资源，
一般选取是否是村委成员、邻里关系、亲戚关系等作
为衡量指标 [13,14]；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与外界的
联系越频繁，越容易获得社会支持的渔民，对禁捕补
偿政策满意度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家庭人力资本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
显著影响。
H1b：家庭自然资本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
显著影响。
H1c：家庭经济资本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
·112·

法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活动。余亮亮等
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耕地保护补偿账务的公开程
度、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补偿标准、补偿资金分配
等因素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19]。周
升强等基于满意度理论和行为博弈论理论，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监管对农牧民禁牧政策满
意度具有显著影响，政府贯彻执行禁牧政策的力度越
大，农牧民对禁牧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20]。基于以上研
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政策执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
影响。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一江两湖七河”中赤水河和长江洪湖
段退捕渔民作为调研对象。赤水河是长江上游支流中
唯一没有水坝阻隔的河流，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赤水河贵州段渔民退捕上岸转产
是长江流域渔民全体转产转业的首个案例。洪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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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是长江大保护背景下实现退捕的第一批自然保
护区，是国家决心建立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带的重

因变量，进而得到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
素和关键路径。PLS-SEM 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

要“先行者”和“见证者”。调研组先后于 2019 年 1

部分，测量模型探讨了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

月和 2019 年 7 月分别赴贵州赤水市、仁怀县和习水

系，结构模型探讨了潜在外生变量和潜在内生变量之

县 10 个渔村及湖北省洪湖市 7 个渔村开展实地调研。 间的因果关系。以下三个方程式为结构方程模型的表
根据当地渔政部门提供的退捕渔民名册，采取随机抽
样的方法进行一对一访谈，两次实地调研共收集问

达式：
测量模型方程式：

卷 255 份，调查对象为禁捕政策实施后退出捕捞行业
的户主及配偶，剔除问卷信息存在自相矛盾及信息不
完整的样本，共得到 233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1.37%。

92% 的受访渔民学历水平在初中及以下，67% 以上的
退捕渔民健康状况良好，86% 的退捕渔民捕捞年限在
10 年以上，大多数退捕渔民拥有捕捞许可证并购买
了农村合作医疗，只有 50% 的渔民购买了养老保险。
表 2 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量表，从满意度的平均值
来看，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介于“不满
意”和“一般”之间，更接近于“不满意”
。可能的
原因一方面是退捕渔民常年水上作业，缺少渔业捕捞
以外的生产技能，加上渔民年龄普遍偏大，受教育水

（1）

Y=
Λ Yη + ε

（2）

结构模型方程式：

表 1 为受访渔民的基本情况。受访退捕渔民中，
男性占 87.44%，90% 的退捕渔民年龄在 40 岁以上，

X=
ΛXξ + δ

=
η βη + Γξ + ζ

（3）

式中， ξ 表示外生潜变量； η 表示内生潜变量； Λ X 、
ΛY 分 别 表 示 观 察 变 量（X、Y） 的 权 重（因 素 负 荷
量）； β 表示潜在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 Γ 表示
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ε 和 δ 分
别表示外生显变量和内生显变量的误差项； ζ 表示内
生构面的残差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平普遍偏低，退捕后转产转业难度大，很多退捕渔民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需要借助测量

处于待业或未就业状态；另一方面是政府颁布的禁捕

模型，在利用 SmartPLS 软件对测量模型分析时，会

补偿政策执行力度和宣传力度不够，补偿资金发放不

同时产生权重值和因子负荷值。一般情况下，形成型

到位，渔民对禁捕补偿的相关政策了解较少。

测量模型用权重值解释，反映型测量模型用负荷值

2.2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模型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能够对各种因果关系进行识别、估计和检验，它整
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同时检验
模型包含的显变量、潜变量、干扰项与误差项间的关
系，属于多变量统计。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基于极大似
然 估 计 的 协 方 差 分 析（Covariance-based SEM，CBSEM）和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分析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SEM，PLS-SEM），PLS-SEM 是 最 大 化 解 析
独立潜变量变异的因果模型分析方法，被有些学者誉
为研究的“原子弹”[21]。本文在研究退捕渔民禁捕补
偿政策满意度时，满意度、政策认知等指标无法直接
观察，故选取一系列可进行直接观察的变量对其进行
测量。当前，国内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研究尚处于
探索阶段，在模型指标的选取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解释。
3.1.1 形成型测量模型分析
形成型指标对测量模型的共线性要求较高，可
以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通常 VIF 值不大于 3.3，表 3 中所有形成型指标
的 VIF 都小于 3.3，模型的共线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从权重来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所有指
标的权重都大于 0.2，除了自然资本中“拥有的水域
面积（MC2）”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其他
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
主要受“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口数”“禁捕后
年收入”“家庭耐用品价值”“耕地面积”“与亲戚朋
友的联系次数”等因素影响。
3.1.2 反映型测量模型分析
表 4 是反映型测量模型的因子负荷值、信度与效

引入偏最小二结构模型，能缓解单个内生变量回归分

度。从 Bootstrapping 的设定抽样 5000 次的计算结果

析存在的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可同时处理多个

看，除了“乡镇政府定期召开退捕工作会议”指标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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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赋值
男 =1
女 =2
≤30 岁 =1
31 ～ 40 岁 =2
41 ～ 50 岁 =3
51 ～ 60 岁 =4
≥61 岁 =5
未读书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4

频数
195
27
3
20
74
76
47
33
107
71
8

占比
87.44%
12.11%
1.35%
8.97%
33.18%
34.08%
21.08%
14.80%
47.98%
31.84%
3.59%

大专及以上 =5

4

1.79%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

政策认知

政策执行

政策
满意度

标准差

1.12

0.33

变量

家庭劳动力
人口数
3.37

0.96
从事捕捞活
动年限

2.30

0.83
是否拥有捕

不生病 =1

27

12.11%

捞许可证
是否加入农

很少生病 =2

68

30.49%

村合作医疗

偶尔生病 =3
经常患病 =4
长期患病 =5

56
40
30

25.11%
17.94%
13.45%

表2
潜在变量

受访渔民基本情况

均值

指标
HC1
HC2

指标解释
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 人
受教育程度

EC1

家庭耐用品价值 / 万元

EC2

禁捕后年收入 / 万元

EC3
MC1
MC2
SC1
SC2
SC3
PC1
PC2
PC3
PI1
PI2
PI3
PS1
PS2
PS3

人均住宅面积 /m2
耕地面积 / 亩
水域面积 / 亩
禁捕后与亲戚朋友的联系
禁捕后与村干部联系次数
参加村集体活动次数
对禁捕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
实行禁捕政策的必要程度
是否会再次从事捕捞行业
补偿资金的透明化满意程度
政府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补偿资金按时发放程度
家庭收入稳定性
家庭生活水平变化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

2.90

1.23

赋值
0 人 =1
1 ～ 2 人 =2
3 ～ 4 人 =3
5 ～ 6 人 =4
≥7 人 =5
≤10 年 =1
11 ～ 20 年 =2
21 ～ 30 年 =3
31 ～ 40 年 =4
≥41 年 =5
有 =1

频数
14
69
103
26
11
31
51
61
45
23
182

占比
6.28%
30.94%
46.19%
11.66%
4.93%
13.90%
22.87%
27.35%
20.18%
10.31%
81.61%

否 =2

37

16.59%

是 =1

193

86.55%

否 =2

29

13.00%

是 =1

113

50.67%

否 =2

106

47.53%

是否加入农
村养老保险

均值

标准差

2.78

0.91

2.90

1.21

1.17

0.38

1.13

0.34

1.48

0.50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量表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赋值
均值 标准差
0=1，1 ～ 2=2，3 ～ 4=3，5 ～ 6=4，≥7=5
2.78
0.91
未读书 =1，小学 =2，初中 =3，高中 =4，大专及以上 =5
2.30
0.83
1 万元及以下 =1，1 万 ～ 3 万元 =2，3 万 ～ 5 万元 =3，5 万 ～ 8 万元 =4，
1.71
1.39
8 万元以上 =5
1 万元及以下 =1，1 万 ～ 3 万元 =2，3 万 ～ 5 万元 =3，5 万 ～ 8 万元 =4，
2.13
1.12
8 万元以上 =5
2
2
2
2
2
≤10m =1，10 ～ 20m =2，20 ～ 30m =3，30 ～ 40m =4，≥50m =5
2.40
1.28
0=1，0 ～ 1=2，1 ～ 3=3，3 ～ 5=4，≥5=5
2.37
1.26
0=1，0 ～ 1=2，1 ～ 3=3，3 ～ 5=4，≥5=5
1.16
0.76
很少 =1，较少 =2，一般 =3，较多 =4，很多 =5
2.91
0.88
很少 =1，较少 =2，一般 =3，较多 =4，很多 =5
3.23
0.85
0=1，1 ～ 2=2，3 ～ 4=3，5 ～ 6=4，≥7=5
2.26
1.49
非常不了解 =1，不了解 =2，一般 =3，了解 =4，非常了解 =5
3.43
1.15
非常不必要 =1，不必要 =2，一般 =3，必要 =4，非常必要 =5
3.81
0.96
会 =1，不会 =2.5，看收益情况 =5
1.89
1.41
非常不满意 =1，不满意 =2，一般 =3，满意 =4，非常满意 =5
2.92
1.37
0=1，1 ～ 2=2，3 ～ 4=3，5 ～ 6=4，≥7=5
1.72
1.03
非常不及时 =1，不及时 =2，一般 =3，及时 =4，非常及时 =5
3.24
1.52
很不稳定 =1，不稳定 =2，一般 =3，稳定 =4，很稳定 =5
2.44
1.09
严重降低 =1，有一点降低 =2，无变化 =3，有一点变好 =4，变好很多 =5
2.20
1.20
非常不满意 =1，不满意 =2，一般 =3，满意 =4，非常满意 =5
2.96
1.34

注：家庭耐用品价值是指受访渔民购买电视机、空调、电脑、冰箱、微波炉、热水器、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电瓶车等）的总价格

表3
潜在变量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

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形成型测量模型的指标、权重与 t 值

指标

权重值

方差膨胀系数

t值

P值

HC1

0.669

1.002

1.787*

0.074

HC2

0.718

1.090

1.922*

0.055

EC1

0.401

1.059

6.294***

0.000

EC2

0.468

1.197

11.342***

0.000

EC3

0.548

1.146

14.336***

0.000

MC1
MC2

0.977
0.144

1.008
1.016

7.478***
0.891

0.000
0.373

SC1

0.415

1.286

14.79***

0.000

SC2

0.299

1.319

11.241***

0.000

SC3

0.653

1.070

24.107***

0.000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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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负荷值小于 0.7 外，其他反映型指标的负荷值都 “Bootstrapping”算法可以对禁捕补偿满意度的路径进
在 0.8 以上，并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克朗巴哈系数

行分析。路径系数可以反映结构模型中潜在变量的因

（Cronbach’s α） 和 组 合 信 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果关系，潜在变量的因果关系估计值如表 6 和图 1 所
CR）是分析模型效度的常用方法，政策执行和政策

示。家庭禀赋是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

满意度的克朗巴哈系数都大于 0.6，政策认知的克朗

社会资本构成的形成型潜变量，人力资本对家庭禀赋

巴哈系数为 0.472。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退捕渔

产生负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自然资本

民的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缺少从事其他行

对家庭禀赋的影响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

业的技能，打渔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当地政

因是渔民在长江干流等天然水域进行捕捞，大部分渔

府对长江十年禁捕的宣传力度小，许多退捕渔民对

民退捕后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禁捕补偿政策不够了解。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

对家庭禀赋的路径系数分别是 0.485 和 0.731，社会资

Variance Extracted，AVE）和区别效度（Discriminative

本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最大。家庭禀赋对禁捕政策满意

Validity）是衡量偏最小二乘结构模型效度的方法。政

度的路径系数为 0.264，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禀

策执行、政策认知及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平均变异

赋对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发展能力

萃取量大于阈值 0.5，并且平方根大于该潜变量与其

越强，禁捕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他潜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 5），表明该量表具有

政策认知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较佳的区别效度。因此，从因子负荷量上看，影响禁

0.198，且在 0.00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政策认

捕补偿政策的主要因素是“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的了

知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

解程度”“实施禁捕政策的必要程度”“补偿资金的透

禀赋对政策认知的路径系数为 0.338，并通过了显著

明化”“补偿资金的按时发放程度”“家庭收入的稳定

性检验，故家庭禀赋通过政策认知间接影响禁捕补偿

性”“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等。

政策满意度，间接效应为 0.067，总效应为 0.331 ①。
由此可见，无法通过政策认知完全解释家庭禀赋对政

3.2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路径分析

策满意度的影响，政策认知在家庭禀赋和政策满意度

3.2.1 路径系数分析

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应 用 SmartPLS 软 件 执 行“PLS Algorithm” 和

政策执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路
径 系 数 为 0.435， 且 在 0.001 的 水 平 上 通

表 4 反映型测量模型的负荷值、信度与效度
潜在变量 指标 负荷值
政策认知

t值

P 值 组合信度 平均变异萃取量 克朗巴哈系数

PC1 0.803 15.179*** 0.000
PC2 0.815 14.574*** 0.000

政策执行

PI1

0.890 49.269*** 0.000

PI2

0.520

PI3

0.889 45.166*** 0.000

8.876***

0.000

0.822

0.617

0.472

0.877

0.705

0.685

开、越及时，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的满意
和政策执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均产生
显著的影响，其中，政策执行对禁捕政策
满意度的影响最大。

0.791

0.654

0.793

PS3 0.859 57.617*** 0.000

3.2.2 结构模型检验
多重判定系数（R2）能够解释模型的
预测能力，一般而言，当 R2 大于 0.7 时具

表 5 区别效度表
潜在变量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补偿资金发放的越公
度越高。总的来看，家庭禀赋，政策认知

PS1 0.819 25.104*** 0.000
政策满意度 PS2 0.840 31.918*** 0.000

过显著性检验，政策执行对政策满意度具

收敛效度

有较高的解释能力，R2 取值在 0.33 左右时

区别效度

AVE

政策执行

政策满意度

政策认知

0.617

0.786

表示具有中度解释能力，R2 取值在 0.19 左

政策执行

—

—

政策满意度

0.705

0.609

0.839

—

右时表示解释能力较弱。家庭禀赋对模型

政策认知

0.791

0.314

0.424

0.809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 AVE 的根号值，下三角为皮尔森相关系数（各构面间的相关
系数），其值越大于水平或垂直栏的相关系数，代表越具有区别效度

①

的解释力为 0.992，政策认知对模型的解
释力为 0.115，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
执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整体解释能

间接效应 =（家庭禀赋→政策认知）路径系数 ×（政策认知→政策满意度）路径系数 =0.338×0.198=0.067；
总效应 =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0.264+0.06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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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假设

路径系数表

路径

原值

标准差

t值

P值

是否接受假设

H1a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

-0.120

0.077

1.568

0.117

否

H1b

自然资本→家庭禀赋

0.006

0.077

0.072

0.943

否

H1c

经济资本→家庭禀赋

0.485

0.129

3.751***

0.000

是

H1d

社会资本→家庭禀赋

0.731

0.104

7.022***

0.000

是

H1

家庭禀赋→政策认知

0.338

0.055

6.14***

0.000

是

H2

家庭禀赋→政策满意度

0.264

0.056

4.699***

0.000

是

H3

政策认知→政策满意度

0.198

0.053

3.713***

0.000

是

H4

政策执行→政策满意度

0.435

0.053

8.227***

0.000

是

图1

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路径系数

力为 0.485，即模型的具有中度解释能力。模型拟合

劳动力人口数”
“禁捕后年收入”
“家庭耐用品价值”
“耕

优度（GOF）是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的全局拟合

地面积”“与亲戚朋友的联系次数”“渔民对禁捕补偿

2

2

=
GOF
AVE + R ， 一般而言，GOFsmall=0.1， 政策的了解程度”“实施禁捕政策的必要程度”“补偿
方法，
GOFmedium=0.25，GOFlarge=0.36[22]。禁捕补偿政策满意 资金的透明化”“补偿资金的按时发放程度”“家庭收
度模型的 GOF 为 0.866，说明构建的模型拟合度较好， 入的稳定性”“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等。③从路径
通过了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系数上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对家庭禀赋产生显著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是否满意是长江十年禁

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故拒绝原假设 H1a、H1b。家
庭禀赋、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
的路径系数分别是 0.264、0.198 和 0.435，即政策执

捕工作成败的关键，关系到禁捕工作能否有力有序地

行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最大。

推进。本研究从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执行三个

4.2 政策建议

方面研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结果表明：①人力资
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对家庭禀赋的因

4.2.1 探索多元化的禁捕补偿制度

果关系符合形成型测量模型的条件，家庭禀赋、政策

长江流域渔民结构复杂，既有专业渔民、又有兼

认知、政策执行的观察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及三个潜变

业渔民，既有合法持证渔民又有无证但一直从事捕捞

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符合反映型测量模型的要求。②从

行业的事实渔民，甚至还存在一本捕捞许可证带多户

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权重或因素负荷量看，影响禁捕

渔民的情况；同时，上岸渔船种类多样，网具复杂，

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家庭

捕捞生产工具评估难度大，对渔船、渔网制定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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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标准也较难。因此，在制定后续禁捕补偿奖补政

源不足等群体特征，政府要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

策时，需要考虑渔区和渔民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别化

产转岗就业创业，重视渔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坚持市

的管理措施，补偿资金向重点水域倾斜，统筹安排中

场就业与政策帮扶就业相结合，通过发展产业、就业

央补助资金和地方资金，对退捕渔民转产转业、社会

推介、自主创业、公益岗位等渠道，引导退捕渔民转

保障、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优先予以保障；补偿方式可

产安置。对于就业困难渔民，发挥公益岗位“以工作

以从现金补偿和实物补偿等“输血式”补偿，逐步向

获取救济”的作用，加强引导和做好配套服务，对确

政策补偿、技术补偿、实物补偿等方式过渡；根据渔

实无法转产转业的渔民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对于中

船的类型、大小、规格开展评估并制定合理的补偿标

青年渔民提供期限灵活、接地气的“菜单式”创业技

准和补偿金额。

能培训，建立转产创业奖励基金或在每年的就业资金

4.2.2 确保按时发放补偿资金，提高发放透明度和公

中安排专用资金，支持创业渔民凭退捕安置协议书办

开度
禁捕补偿资金是否按时发放以及发放透明度和公
开化程度，是影响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之一。禁捕

理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提高渔民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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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仅影响补偿政策满意度，更限制了渔民退出天然
水域捕捞后的顺利转产转业。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和
引导，积极拓宽成人教育途径，尤其针对四十岁以下
受教育程度偏低的退捕渔民，通过成人教育补贴政策
适当倾斜，引导退捕渔民积极参加成人教育。对于年
龄偏大的退捕渔民，可以通过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银
发项目，帮助老龄退捕渔民掌握基本的网络访问技能
和电子产品使用方法等，有助于老年渔民及时了解退
捕政策。
4.2.4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拓渔民转产转业渠道
要使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不能过
度依赖禁捕补偿资金，长久之计是激发其劳动致富内
生动力，培养自我发展能力，开拓转产转业路径。退
捕渔民具有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能单一、创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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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Fishing Ban in Key Waters of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YANG Yang1,2*, LI Jinrong1, CHEN Tinggui2,3
(1.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Yangtze River Aquatic Ecosystem
Protection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233 retired fishermen were investigated, who live in Chishui River and Honghu River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satisfaction model of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fishing ban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endowment, policy cogni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fluencing path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conomic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mily endowment, while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did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coefficient,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endowment, policy cogni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policy satisfaction was 0.262, 0.198 and 0.435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on effect, family endowment indirectly affects policy satisfaction through policy cognition.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system to ensure timely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fund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level of fishermen,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channels for fishermen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policy,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 policy.
Keywords: policy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key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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