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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中国老年人被诈骗研究
———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雷晓燕　沈　艳　杨　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本文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数据，研究在我国数

字化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被诈骗情况的主要特征以及在不同维度的差异，并进一步挖掘其影

响因素，探讨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发现如下：第一，虽然经济

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但被诈骗者接触后，相对脆弱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

实际受骗，高达３０％的老人在被诈骗接触后会实际遭受损失；第二，本文构造的防骗能力指数显

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老年人防骗能力明显更低；第三，互联网的使用同时具有“曝露效应”和“学

习效应”；第四，个体认知能力以及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是否实际被骗及损失

大小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异质性的角度看，使用数字技术的正面“学习效应”对信息相对匮乏的

农村和女性老年人作用更大，超过了负面的“曝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女性老年人

的助力作用更为明显，但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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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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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７３０％，网民规模高达１０３２亿?。在数字技术发展
的基础上，不仅已有业态可以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展开，一些仅通过线上就能实现的新模式

也蓬勃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与金融相结合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居民不仅可

以从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加强远程联络，也可以通过移动支付完成网上购物、线上理财等

活动。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截至２０２１年末，我国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２０亿，占比１４２％，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数字技术发展和老龄化加速趋势下，老年人已经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

象，如世界银行报告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使被排斥和未能享受金融服务的人口通过

数字技术的方式获取和使用正式金融服务，并指出其可以减少现金交易造成的损失和成

本、盗窃和其他金融犯罪的风险（ＬａｕｅｒａｎｄＬｙｍａｎ，２０１５）。但是，老年人也面临因为不能
掌握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新问题，尤其

是针对他们的互联网诈骗活动呈现上升趋势。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网民遭遇的各类网络
安全问题中，网络诈骗占比为１６６％?；同时，中老年人容易受到交易诈骗、返利诈骗和交
友诈骗，其中发生资金损失的群体占比为９７％?。网络诈骗活动已经引起公众和相关部
门的高度关注，２０２０年的老年工作中，有关部门重点打击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涉老诈
骗犯罪，侦办保健品类诈骗案件共２１９１起?。２０２２年２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强调要“加强涉老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

并重申要“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老年人被诈骗问题已经成为党和

国家工作的重要议题。

与此同时，为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社会，相关部门也做出了不少努力。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国家发改委指出，要“针对信息技能相对薄弱的老年人等服务消费群体，普及信息应

用、网络支付、风险甄别等相关知识，逐步培育群众新型服务消费习惯”?；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国务院要求，“到２０２１年底前，围绕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
场景，推动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加快推动制修订

涉及现金支付、消费者权益保护、防止诈骗、无障碍改造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切实

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２０２１年３月，中国银保监会也针对
“进一步解决老年人在银行保险服务领域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让老年人更好

共享金融业信息化发展成果”方面，特别强调要“推动防范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宣

?

?

?

?

?

?

?

?

数据来源：《第４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第４９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据来源：《腾讯１０１中老年人反欺诈白皮书》。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详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详见：《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
详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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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普及，增强老年人对智能技术的了解和信任”?。

可以看出，政策执行的侧重点主要在于通过减小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障碍，让更多老

年人“上线”（使用互联网），以实现弥合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的目标。这些政策措施

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网民中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占比为
１１５％。但是，因为“上线”对于他们的影响存在两面性，总体影响尚需评估。一方面，数
字技术方便快捷的特征既可能增加老年人被诈骗者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使得被骗损失

更容易发生且难以追回；另一方面，使用数字技术也可能增加老年人识别和应对诈骗的能

力，从而减少他们实际被骗的可能性和损失金额。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占主导是不确定

的，在不同群体中的相对大小也不清晰。

目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虽然有不少报道，公安部门也提出不少警示，但是以老年人为

目标的诈骗行为的研究较为缺乏。表现在对诈骗相关现象的广度和深度认识不足；对老

年人从被接触，到实际受骗，到损失程度的相关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未系统研究不同群体

受到影响程度的差异。这就导致难以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帮助老年人避免相关

损失。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快速数字化背景下，老年人被诈骗情况的主要特征、影响因素，以

及不同群体所受影响的差异。具体来说，我们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数据，首先全面刻画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发生率、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
的整体状况，总结他们防骗能力的地区差异，提供成为诈骗对象和最终受损老年人的群体

画像。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评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成为诈骗目标以及产生相关损失

的影响，并考察个体特质（健康状况、居住安排以及认知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方面

的作用。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再从城乡和性别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发现。第一，互联网的使用确实同时具有“曝露效应”和“学

习效应”，即互联网的使用增加了老年人被诈骗者接触的发生率（曝露效应），但却减少了

这些老年人实际被骗的可能性和损失金额（学习效应）。第二，根据老年人被接触和实际

被骗的发生率及损失程度，我们构建了老年人防骗能力指数，并发现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老

年人防骗能力明显更低。第三，回归分析显示，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的是经济条件较好的

群体，包括城市居民、男性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但被诈骗者接触后，相对脆弱的群体更

容易实际受骗，如农村居民、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第四，进一步考虑个体特征以

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析显示，不仅个体认知能力在其中发挥作用，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程度也是影响老年人是否实际被骗及损失大小的关键因素。第五，从异质性的角度看，

使用数字技术的正面学习效应对信息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女性老年人作用更大，超过了负

面的曝露效应；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女性老年人的助力作用发挥得更为明显，但在农村

地区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文主要有四方面贡献。第一，目前关于老年人被诈骗的文献关注点几乎都在于实

? 详见：《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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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被骗的情况，本文不仅分析实际被骗，还进一步分析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情况，对现有

国内外老年人被骗相关文献作出了拓展；第二，由于国内鲜有研究关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与老年人受骗之间的关系，本文也丰富了研究老年人被骗影响因素的维度；第三，

本文对各省老年群体防骗能力的梳理，对被诈骗接触和实际被骗的老年人提供了具体画

像，有助于加深对数字经济时代下老年人被诈骗情况的理解；第四，我们从被诈骗接触、实

际被骗和损失金额三个维度系统刻画了老年人被骗的基本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和性

别差异，为防范老年人被诈骗、提高金融素养的努力提供了启示。

本文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描述老年人被诈骗接触和实际损失情况的现

状及特征，第四部分进一步从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实证分析老年人

被骗的影响因素。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分别在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讨论，结论与政

策建议在第七部分提供。

二、文献综述

现有老年人被诈骗相关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国。例如，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和Ｄｅｌｉ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发现，近年来老年人受骗比例逐渐
上升，抑郁成为影响受骗概率的重要因素。ＲｅｉｓｉｇａｎｄＨｏｌｔｆｒｅｔｅｒ（２０１３）发现，自控能力低
以及有远程购买行为的老年人更容易成为欺诈的目标并遭受相关损失。Ｅｎｇｅｌｓ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实证发现，个体金融素养显著降低其受骗的可能性，其中金融素养每上升１个标
准差，个体被骗的可能性下降３个百分点。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关研究，包括澳大
利亚（Ｃａｒｃａ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Ｔｅｍｐｌｅ，２００７）、加拿大（Ｊｕｄｇ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和瑞典（Ｍａｍｂｗｅ，
２０２０）等。

也有少量国际文献研究数字技术使用与老年人被骗的关系，但通常只采用地方性数

据。例如，Ｐｒａ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基于佛罗里达州９２２名成年人的调查数据，发现上网时长和
网站购买行为与被诈骗接触正相关。Ｍｅａ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基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
达州２０００个老年人的调查，发现防范诈骗的教育在使用互联网、远程购物的人群中有显
著成效。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基于美国１７８０名成年人的一项随机试验研究发现，在线教育
干预可以显著降低个体投资意愿及其受骗的可能性。

国内有关老年人被骗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有限，主要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幸福感

（饶育蕾等，２０２１）、家庭信贷约束（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以及户主金融素养（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等，鲜有涉及互联网影响方面的讨论。另外，不少研究评估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影

响，但重点往往涉及被骗以外的其他结果变量，如积极老龄化（靳永爱和赵梦晗，２０１９）、
健康信息的网络获取途径（李成波和高雪，２０１９）、生活满意度（杜鹏和汪斌，２０２０）、主观
幸福感（彭希哲等，２０１９）、生理和心理健康（赵建国和刘子琼，２０２０）等。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国际文献较为丰富，如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为主体（Ｏｚｉｌｉ，
２０１８）、收入不平等（Ｄｅｍｉ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和贫困（Ｆｒｉｅｄｌｉｎ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的影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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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ｂｅｒｅ（２０１７）直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诈骗的关系，发现前者可能导致更多诈骗活
动。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集聚程度的

测算（郭峰等，２０１７；２０２０）；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宋晓玲，２０１７；李
建军等，２０２０；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创业行为（谢绚丽等，２０１８）以及城乡居民消费（Ｌ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等的影响；三是其与传统金融服务之间的关系，如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金融需求的
影响（傅秋子和黄益平，２０１８）、农户传统金融服务使用对数字金融使用的影响（郭峰和王
瑶佩，２０２０）等。

总体来看，国内现有对老年被骗的研究尚存在如下研究空间。一是缺乏采用全国代

表性数据从被诈骗接触、到实际被骗以及损失金额等角度展开全面分析，二是缺乏对互联

网使用以及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等因素的评估。

三、中国老年人被诈骗现状及特征

（一）数据和变量描述

本研究主要使用两个数据，一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二是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中ＣＨＡＲＬＳ是北京大学执行的大型长期追踪调查项目，涵盖全
国２８个省区、１５０个县级市、４５０个村级行政单位，调查对象为４５岁及以上的个人及其配
偶。本研究采用了问卷中涉及的人口学特征、居住安排、健康状况、互联网使用状况等信

息。２０１８年的调查问卷详细询问了个体在过去一年中受骗的情况，本文分析主要采用
２０１８年６０岁以上子样本展开研究。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公开发布，本文选取滞后一年城市层面数据，并作标准化处理。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是否被诈骗接触、是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其中，是否被诈

骗接触这一虚拟变量是根据问题“过去一年，是否有人试图对您进行诈骗（不需要有财物

损失）？”构建，回答肯定则取值１，否则为０；是否实际受骗以及损失金额这两个变量是根
据问题“损失了多少钱？如果没有损失，填０元”的答案构建，回答大于０则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损失金额作＋１取自然对数处理。关键解释变量为“上网”，根据受访者对“您过
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来构建：如果受访者选择了“上网”

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性 ＝０，女性 ＝１）、受教育程度
（区分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居住地（城镇 ＝０，农村 ＝１）、居住安排、健康状况、

? 该指数依托于国内某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交易账户数据，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这三

个维度刻画一地的数字金融发展状况。总指数是三个子指数的加权和，其中覆盖广度基于电子账户覆盖率构建，包括

每万人拥有的支付宝账号数量、是否绑卡和绑定银行卡数量等，用于反映对个人用户的数字金融覆盖程度。使用深度

由实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情况来衡量，包括支付业务、货币基金业务、信贷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和信用业务等。

数字化程度则反映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包括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等方面（郭峰等，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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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等变量?。

（二）受访者被接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整体状况

我们首先从是否上网角度报告受访者被诈骗接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的情况。表

１－Ａ显示，在１０９７０位受访者中共有６７１位上网，占比为６１２％；总样本中被诈骗接触的
受访者为７８８人，占比为７１８％。从实际受骗情况看，被接触的受访者中有２３１人实际被
骗，占被诈骗接触受访者的２９３１％；实际受骗受访者的平均受骗金额为１１３６３元。进一
步按照是否上网区分被诈骗接触的情况可以看到，上网的受访者被诈骗接触的占比

（１６８４％）远高于不上网的受访者（６５５％），但上网受访者实际受骗的概率（７９６％）远
低于不上网受访者（３２８９％）。值得关注的是，上网受访者平均受骗金额和中位数均高
于不上网受访者。

表１　被诈骗接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的描述

类别
样本人数

（１）
被接触人数

（２）
被接触占比（％）
（２）／（１）

实际被骗

人数

（３）
占比（％）
（３）／（２）

平均金

额（元）

金额中

位数（元）

Ａ总体

总样本 １０９７０ ７８８ ７１８ ２３１ ２９３１ １１３６３ ５００

不上网 １０２９９ ６７５ ６５５ ２２２ ３２８９ １０９７９ ５００

上网 ６７１ １１３ １６８４ ９ ７９６ ２０８３１ ６００

Ｂ分样本

城市 ４３４０ ４４５ １０２５ ９８ ２２０２ ２２１８３ ６５０

农村 ６６３０ ３４３ ５１７ １３３ ３８７８ ３３９０ ５００

男性 ５３６３ ４４０ ８２０ １１１ ２５２３ １９０７１ ６００

女性 ５６０７ ３４８ ６２１ １２０ ３４４８ ４２３２ ５００

按照居住地和性别进一步分组来分析，被诈骗接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均存在明显

差异（表１－Ｂ）。就被诈骗接触而言，城市居民（１０２５％）远远高于农村居民（５１７％），
男性（８２０％）高于女性（６２１％）。但就实际被骗的比例来看，农村居民（３８７８％）远远
高于城市居民（２２０２％），女性（３４４８％）高于男性（２５２３％）。当然，受骗金融的平均值
和中位数均显示，一旦被骗，城市居民、男性蒙受的经济损失的绝对值更高。

（三）防骗能力地区差异

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们在图１的（Ａ）－（Ｄ）

? 居住安排根据“是否与配偶一同居住”以及“与子女联系频率”相关问题构建；健康状况根据问题“您认为您

的健康状况怎样？”统计，“很好、好、一般”＝０，“不好、很不好”＝１；认知能力通过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来
测度，询问被调查对象的常识记忆、短暂记忆、计算能力以及绘画能力。加总以上四方面能力得分，满分为２１分，得分
越高，认知受损程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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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别展示受访者被诈骗接触、实际受骗、损失金额均值以及中位数的省际差异。可以看

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被诈骗接触的比例较高（图１－（Ａ）），但实际被骗的比例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更高（图１－（Ｂ））；从受骗金额均值和中位数来看（图１－（Ｃ）和图１－（Ｄ）），不同
省份的排位略有不同，这表明即便是在各省内部，受骗金额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

图１　各省老年人被接触占比、受骗占比、受骗金额均值以及中位数

上述省际被诈骗接触和实际发生被骗的排名之间的差距可用于构造各省防骗能力的

指数?，并将这一排名分省绘制在图２中。可以看出，经济相对发达省份防骗能力越强，
上海、北京、广东和重庆位列前四；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省份的防骗能力普遍较低，如青海、

山西、贵州等地。上述现象表明，欠发达地区的人群相对更脆弱，他们一旦被诈骗接触，就

更容易产生损失，这意味着要帮助这些群体防范诈骗风险，就不能忽视对他们的诈骗接触。

图２　各省老年人防骗能力排名

? 具体构造方式为：首先将各省被接触占比按照从小到大进行排序（被接触占比的数值越大排名越靠前，如北

京为１），同时对各省份受骗占比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受骗占比的数值越小排名越靠后，如北京为２５），防骗能力
指数用受骗占比排名减去被接触占比排名来计算（如北京为２５－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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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网与被诈骗接触和实际受骗的关系

导致上述各省防骗能力差异的因素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使用状况。一方面，

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曝露效应”，即使用互联网可能增加被诈骗接触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也可能存在“学习效应”，即互联网通过提供信息和学习机会而增加防骗能力。我们在图

３的（Ａ）和（Ｂ）中画出城市层面的上网比率分别与被接触占比和受骗占比的散点图。显然，
城市上网比率与被接触占比正相关（图３－（Ａ）），而与受骗占比负相关（图３－（Ｂ））。

图３　互联网使用与被诈骗接触、实际受骗的关系

四、中国老年人被诈骗影响因素

（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被诈骗的影响分析

表２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是否被接触、是否实际受骗以及损失金额对
数，是否被接触采用全样本回归，是否实际受骗以及损失金额对数则采用被接触样本回

归。其中，是否被接触、是否被骗为０／１变量，而损失金额对数则为连续型变量。为了便
于控制固定效应，我们在估计被诈骗接触和实际被骗概率时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损失

金额模型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Ａｎｇｒｉｓｔ，２００１；Ａｎｇｒｉｓｔａｎｄ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控制变量包括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人口社会学特征、居住安排、健康状况、认知能力和省份固

定效应。第一行结果显示，上网组被诈骗接触的概率比不上网组高５６１个百分点；但在
被接触的样本中，上网组实际受骗的概率比不上网组低１４２４个百分点，损失金额下降
６３４０％?。因为表１报告被接触群体实际被骗的概率为２９３１％，所以平均而言，上网将

?

?

考虑到损失金额可能存在极端值，正文中我们使用自然对数来减轻极端值的影响；此外，我们也采用缩尾或

去掉极端值的办法作稳健性检验，发现回归结果稳健。因篇幅所限未在文中报告。

其中，６３４０％＝ｅｘｐ（－１００５１）－１，计算方法参见伍德里奇（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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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骗概率降低了４８５８％（＝１４２４／２９３１）。
其他控制变量展示如下信息。第一，女性虽然在被诈骗接触方面与男性不存在显著

差异，但一旦被接触，她们实际受骗的可能性比男性高６０２个百分点，蒙受的金钱损失也
更大；第二，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被诈骗接触的概率更低，但被接触后更容易受骗和发生

实际损失；第三，可能由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原因，初中及以下的老年人更不容易被诈骗接

触，但接触后他们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不存在显著差异；第

四，独居老人更容易被诈骗接触，尤其是没有子女保持每天联系的老人，他们被诈骗接触

的概率要显著高约１７８个百分点，而独居但子女保持每天联系的老人即便被骗，损失金
额会低约６５０３％；第五，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概率要高约１８２个
百分点，被接触后实际被骗的概率也高约６４１个百分点；第六，认知能力高的老年人被诈
骗接触的可能性更高。但认知能力每高一分，实际受骗的概率下降１７０个百分点，损失
金额会低约９９２％?。

表２　上网与被接触、受骗以及损失金额的关系

被接触

（１）
实际被骗

（２）
损失金额对数

（３）

上网 ００５６１ －０１４２４ －１００５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３７８） （０３０１２）

居住在农村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９６５ ０４９１８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４０１） （０２９８０）

女性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６０２ ０３８１９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３２９） （０２２８６）

文盲 －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２６４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６７５） （０５００９）

小学和初中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４０６） （０３１９３）

年龄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９８）

独居，子女不每天联系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５６４） （０３５３９）

独居，子女每天联系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１２１ －１０５０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７６７） （０４１６１）

自评健康不好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６４１ ０３８６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３５８） （０２５６５）

? 我们进一步考虑了上网行为与居住安排、自评健康及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故

未在正文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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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触

（１）
实际被骗

（２）
损失金额对数

（３）

认知能力得分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１０４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４０６）

样本量 １０９６６ ７８５ ７８５

Ｒ２ ００３６９ ０１４７７ ０１２８３

　　注：（１）回归中都控制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年龄、认知能力与自评健康缺失值的虚拟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
（２）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３）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除特殊说明外，其余各表均同。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被骗的影响

前述分析主要在控制个体特征的情况下考虑上网行为对被骗相关结果的影响，但老

年人是否被骗还可能受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本部分将进一步评估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程度对他们被诈骗的影响?。鉴于ＣＨＡＲＬＳ公开发布的数据中最小行政层级
为地级市，我们将地级市层面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个体层面数据合并，在原有

回归中加入该指数（包含滞后一年的总指数、广度和深度）。表３报告相关回归结果。
第（１）－（３）列结果显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老年人更容易被诈骗

接触，但被接触后他们实际被骗的概率和实际损失也显著更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每

提高一个标准差，被诈骗接触的概率提高２１９个百分点（第１列）；给定被接触，实际被
骗的概率降低５５６个百分点（第２列），实际损失金额下降３７１０％（第３列）；这表明上
网与当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对老年人被骗概率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同一方向的?。

表３　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

全样本

被接触

（１）

被接触样本 全样本

实际被骗

（２）
损失金额对数

（３）
实际被骗

（４）
损失金额对数

（５）

上网 ００５３４ －０１４１２ －０９９５０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３８２） （０３０５７）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４２４）

总指数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５５６ －０４６３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１８） （０１５６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８）

样本量 １０８９１ ７８２ ７８２ １０８８８ １０８８８

Ｒ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１４７８ ０１３１５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７

?

?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金融新业态和移动支

付场景丰富程度等情况，因而可作为对一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的一个代理变量（陈
!

等，２０２０）。
本文也考虑了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无论是对被诈骗接触的子样本还是对总效应评估，对广度

和深度的分析都给出了与总指数类似的结果。限于篇幅，文中未报告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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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分析显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确实存在“曝露效应”和“学习效应”，一方面使

用互联网让那些脆弱的老年人更可能遭遇诈骗接触；另一方面，互联网为老年人打开了数

字世界，使得老年人能够接触更多的信息和新生事物，从而学会如何应对诈骗企图，减少

实际被骗的可能性和损失。由于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总效果尚不

清晰。在表３的第（４）－（５）列，我们使用全部老年样本（而不是被诈骗接触的子样本），
重新对是否实际受骗和损失金额对数进行无条件回归。

第（４）－（５）列显示互联网使用的“学习效应”占主导，即上网对实际被骗和损失金
额的总效应均显著为负。具体来看，上网老年人比不上网老年人被骗概率低１０８个百分
点，也就是降低了５１１８％?；使用互联网对于损失金额对数回归的系数为－００７７５，也就
是说上网老年人比不上网老年人整体上损失要少７４６％。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于实
际被骗和损失金额的总影响都不显著，从整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曝露效应”和“学

习效应”相互抵消。

五、异质性分析

（一）城乡和性别差异

前面描述性分析已经显示，被骗相关情况在城乡和性别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值得进

一步评估上网行为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对他们的不同影响。表４报告分城乡和分性
别的回归结果。表４的前两列显示，虽然上网对于城乡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影响大致相
当，但从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的角度看，上网对农村老年人的助力效果比对城市老年人要

大得多（２～３倍）?，说明农村老年人上网的“学习效应”更为主导。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
则主要体现在城市老年人当中：在农村老年人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于三个被骗维度

均无显著影响，但对城市老年人的三个结果影响均为显著，影响的幅度也都很大。这些发

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可能还比较匮乏，尚未发挥影响力；而在城市，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较为发达，同时存在显著的“曝露效应”和“学习效应”，值得进一步评估总的

效果。

表４　异质性分析

（１）
城市

（２）
农村

（３）
男性

（４）
女性

Ａ被接触

上网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２７５）

?

?
从表１得知全样本的老年人被骗的比例为２１１％（＝２３１／１０９７０），所以１０８／２１１＝５１１８％。
实际被骗概率影响倍数０２４１３／００９１０＝２６５；损失金额对数影响倍数＝１６６２１／０５８１５＝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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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城市

（２）
农村

（３）
男性

（４）
女性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４）

样本量 ４３３９ ６５５２ ５３２７ ５５６４

Ｒ２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３７６

Ｂ实际被骗

上网 －００９１０ －０２４１３ －００８７４ －０１９５５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６９３）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１０５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３２９）

样本量 ４４２ ３４０ ４３５ ３４７

Ｒ２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４８４ ０１５６３ ０２１４１

Ｃ损失金额对数

上网 －０５８１５ －１６６２１ －０４６７４ －１４２２４

（０３５４１） （０５２８８） （０４３５９） （０４５２２）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５３８４ －０１９０３ －０３４２９ －０７１０８

（０１６２５） （０３２７２） （０１６９６） （０２３３２）

样本量 ４４２ ３４０ ４３５ ３４７

Ｒ２ ０１９２０ ０１５０５ ０１４４５ ０２０３７

　　注：同表２，其中前两列控制了性别，后两列控制了城乡。

表４的后两列给出分性别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上网对男女老年人的影响存在不对
称性：对男性样本而言，上网更容易被诈骗接触，但被接触后实际被骗概率和损失金额没

有显著差别；对女性样本而言，上网并未显著增加被诈骗接触的可能，但在被接触后实际

被骗的概率显著下降（减小１９５５个百分点），同时损失金额也显著降低。对比男女老年
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网对女性的助力效果比对男性要大得多（２～３倍）。数
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也是对女性更为明显：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大了被诈骗接触的概率，这一

影响对女性群体更大；但从对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的减小作用来看，普惠金融对女性的助

力程度都远高于男性（２～３倍）。总而言之，一方面对于信息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女性老年
群体，“上线”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信息，从而通过“学习效应”提升了防骗的能力。另

一方面，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女性老年群体已经得以体现，但对于农村老年群体的助力作

用尚待进一步提高。

（二）总效果的城乡和性别差异

我们同样对分城乡和性别的样本来估计总效应，结果展示在表５中。可以看出上网
对于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影响的总效果在城乡和性别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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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女性老年群体而言，上网的总效果仍然保持负的显著，说明对于这两个群体而言，

都是“学习效应”占主导。也就是说对于信息相对匮乏的脆弱老年人群而言，上网大大丰

富了他们信息获取渠道，总体利大于弊。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各个群体的总效

应均不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曝露效应”和“学习效应”在各个群体间都相互抵消。

表５　异质性分析（总效应）

（１）
城市

（２）
农村

（３）
男性

（４）
女性

Ａ实际被骗

上网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９１）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０）

样本量 ４３３６ ６５５２ ５３２５ ５５６３

Ｒ２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４５

Ｂ损失金额对数

上网 －００６８９ －０１０２７ －００１２７ －０１６８７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６８８）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０９）

样本量 ４３３６ ６５５２ ５３２５ ５５６３

Ｒ２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６３

　　注：同表２，其中前两列控制了性别，后两列控制了城乡。

六、稳健性检验

（一）处理反向因果偏误

有过被骗经历可能反过来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两个方向。

一是因为被骗而不再或减少使用互联网，二是被骗之后反而更多使用互联网来查看与诈

骗相关的新闻，学习与防骗相关的知识等。为解决忽略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反向

因果偏误问题，我们将上网和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期（２０１５年）后重新回归，结果报告在
表６中。其中，第（１）－（３）列和第（４）－（６）列分别是未加入和加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总指数的回归结果，均按照被诈骗接触、实际被骗和损失金额三个方面来呈现。所有回归

均已控制前述相关个体特征变量。总体来看，考虑反向因果偏误并未影响我们的主要发

现：虽然上网增加了老年人被诈骗接触的可能性，但是可以减小其实际被骗的概率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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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金额；在数字普惠金融较为发达的地区，被诈骗接触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实际被骗的

概率和实际损失金额都更低。

表６　将上网和普惠金融总指数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接触 实际被骗
损失金

额对数
被接触 实际被骗

损失金

额对数

上网（２０１５年）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９７９ －０９６０５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９４３ －０９２７０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３３５７）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４５６） （０３２６４）

总指数（２０１５年）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４４７ －０４１０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９） （０１７７８）

样本量 ９７１４ ６８２ ６８２ ９７１４ ６８２ ６８２

Ｒ２ ００３２９ ０１４５８ ０１３３４ ００３６８ ０１５１０ ０１４２３

（二）考虑对上网变量的不同测度

考虑到对上网的不同度量方式也会影响最终分析结果，在本部分我们进一步从“用

什么上网”和“上网做什么”两个角度来考量。就“用什么上网”而言，上网的受访者当中

有高达９０３％采用的是手机上网；就“上网做什么”来说，受访者主要报告的是使用微信
（占８６７％）。为此，我们构建“手机上网”和“使用微信”这两个虚拟变量来重新回归，并
在表７报告回归结果，其中Ａ和Ｂ部分报告了手机上网和使用微信的相关结果；同时，我
们将上网变量替换为使用频率，并呈现在 Ｃ部分中。可以看到，手机上网和使用微信的
回归系数在方向、显著性和大小方面与上网变量的结果相似，这表明不仅前述发现对上网

测度方式的不同稳健，上网的效果也主要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实现；使用上网频率的回归结

果也稳健。

表７　以手机上网、微信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接触 实际被骗
损失金

额对数
被接触 实际被骗

损失金

额对数

Ａ手机上网

手机上网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５６３ －１１０２３ ００５５４ －０１５８７ －１１２１６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３７４） （０２７７６）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３８０） （０２８２９）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５７３ －０４７５４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１７） （０１５６３）

样本量 １０９６６ ７８５ ７８５ １０８９１ ７８２ ７８２

Ｒ２ ００３６９ ０１４９０ ０１２９６ ００４０３ ０１４９６ ０１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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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使用微信

使用微信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６０７ －１１００１ ００４７４ －０１６２１ －１１１０７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３３３） （０２８０３）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３３６） （０２８３０）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５６８ －０４７１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１５７３）

Ｒ２ １０９６６ ７８５ ７８５ １０８９１ ７８２ ７８２

样本量 ００３６３ ０１４９２ ０１２９２ ００３９７ ０１４９７ ０１３２８

Ｃ上网频率

使用微信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５０８ －０３６０７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５０６ －０３５８３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０３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８） （０１０５３）

总指数（滞后一年）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５５８ －０４６４９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２１８） （０１５６９）

样本量 １０９６６ ７８５ ７８５ １０８９１ ７８２ ７８２

Ｒ２ ００３７０ ０１４８２ ０１２８９ ００４０４ ０１４８３ ０１３２１

七、结论及对策建议

中国正面临快速老龄化的挑战，其中老年人被诈骗问题尤其不容忽视。如何保护老

年人的权益、增进他们的福祉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社会问题。本文探究了中国老年人被诈

骗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从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两个角度，评估

数字技术在防止老年人被诈骗方面发挥的作用。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要快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多发高发的态势，对相对弱势群体进行精准定位帮

扶。研究发现，更容易受骗的老年人群有如下特征：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经

济欠发达省份。因此，需加大对这些人群防骗知识和技能的重点帮扶。

第二，老年人数字技术的使用总体上利大于弊，不能因噎废食。虽然使用数字技术增

加了老年人被诈骗者接触的发生率，但同样是被诈骗接触，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比不使

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实际被骗的可能性更低、损失金额也更小。本文研究发现老年人使

用数字技术的“学习效应”占主导：具体来说，互联网使用的“学习效应”远大于“曝露效

应”，数字普惠金融的两个效应相互抵消，最终，数字技术对老年人被骗的综合影响整体

是正面的。所以，目前推进老年人“上线”的适老化建设整体方向是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福

祉的。

第三，数字技术的适老化建设推进应该针对不同群体分类施策，尤其是要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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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于提升信息匮乏人群（女性和

农村）获取信息具有显著作用，但数字普惠金融对这些人群的助力效果总体来看是微弱

的。由于对被诈骗接触的人群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助力作用在各个群体中都是显著的，

只是对农村地区老人不明显。因此，推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适老化

建设目标的实现。

第四，在推进适老化建设过程中，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诈骗相关知识的教育和防

骗技能的培训，尤其是针对认知能力不足的老年人。研究发现，认知能力是数字技术发挥

作用的重要渠道，对于认知能力相对高的老年人，数字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小。因此，

针对老年个体认知能力进行干预，可能取得更大效果。

总体来看，在快速老龄化和数字化的大趋势中，虽然数字技术的使用会产生网络诈骗

等问题，但是上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的两个维度，在帮助老年人防诈骗方面发

挥了正面作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新业态的出现，而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互联网的智慧使用，两者相辅相成，均有利于我国正在推进的适老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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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Ｍｅａｒｓ，ＤａｎｉｅｌＰ，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Ｒｅｉｓｉｇ，ＳａｍｕｅｌＳｃａｇｇｓ，ａｎｄＫｒｉｓｔｙＨｏｌｔｆｒｅｔｅｒ２０１６“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Ｆｒａｕｄ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ｒｉｍｅａｎｄ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６２（９）：１２３５～１２５９．

［３４］Ｏｚｉｌｉ，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Ｋ２０１８“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ｒｓａ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８

（４）：３２９～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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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总第５０６期

［３５］Ｐｒａｔｔ，ＴｒａｖｉｓＣ，ＫｒｉｓｔｙＨｏｌｔｆｒｅｔ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Ｒｅｉｓｉｇ２０１０“ＲｏｕｔｉｎｅＯｎｌｉ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ｒａｕｄ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４７（３）：

２６７～２９６．

［３６］Ｒｅｉｓｉｇ，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ｎｄＫｒｉｓｔｙＨｏｌｔｆｒｅｔｅｒ２０１３“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Ｆｒａｕｄ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ｍｅ，２０（３）：２４～３３７．

［３７］Ｔｅｍｐｌｅ，Ｊｅｒｏｍｅｙ２００７，“Ｏｌｄ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ａｒｄＦｒａｕｄ”，Ｔｒｅｎｄｓ＆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ｒｉｍ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３４３：１～

６．

［３８］ＷｅｉＬｉ，ＭｉｎｇＰｅｎｇ，ａｎｄＷｅｉｘｉｎｇＷｕ２０２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Ｆｒａｕ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７６：４７８～４９４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ｒａｕｄ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ＥＩＸｉａｏｙａ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ｓｅ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ｆｒａｕｄ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ｒａｐｉｄ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ｌｓｏａ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ａｓｆｒａｕｄｔａｒｇｅｔ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ｙｓｕｆｆｅｒ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ｗ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ｐｏｒｔｒａｙ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ａｕ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ｆｒａｕ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

ｌｏｓｔｂｙ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ｆｒａｕ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ｇｒｏ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ｗｅｒｅ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ｆｒａｕｄ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ｄａｍａｇｅｄ．Ｎｅｘｔ，ｕｓｉｎｇ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ｂｙｆｒａｕｄ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ｃｕｒｒ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ｏｓｓｅｓ．Ｗｅａｌｓ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ａｉｔｓ（ｅ．ｇ．，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ｋｅ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ｈａｓｂｏｔｈ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ｂｙｆｒａｕｄｓｔｅｒ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ｒｉｓｋ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ｂｙｆｒａｕｄ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ｌｏｓ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ｗ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ｎａｎｔｉ－ｆｒａｕ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ａｕ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ｆｒａｕ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ｌｏｓｔｂｙ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ｒａｕ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

ｂ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ｂｅ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ｂｙｆｒａｕｄ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ｒ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ｏｍ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ｌｅ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ｅｄ．Ｆｏｕｒｔ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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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第８期 数字时代中国老年人被诈骗研究 １３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ｔｗｏ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ｌｏｓｓｅｓ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ｃｕｒ．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ｏｎｔｈｏｓｅ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ａ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ｌａｃ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ｒｍａｌ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ｕｒｂ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ｌａｙ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ｈｅｌｐ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ｂｕ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ｍａｋｅｓｆｏｕｒ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ｆｒａｕｄａｌｍｏｓ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ａｕ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ｒｅｂｙ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ｆｅｗ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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