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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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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100028）

摘 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是农民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战
略联盟和资源依赖理论，利用 8 省 12 县 614 家农民合作社数据，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合作社
加入联合社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比例为 14.5%，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民合
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较低。加入联合社受农民合作社的无形资产状况、理事长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
其中无形资产和外部环境对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有显著影响，掌握销售渠道和品牌等资源、被评为示范社和
规模小的农民合作社倾向于组建联合社。加入联合社具有示范效应，一个地区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比例越
高，农民合作社选择加入联合社的概率就越大。理事长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没有显著影
响。因此，为了促进联合社健康发展，政府应顺应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趋势，充分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加大联合社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断提升联合社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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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
WANG Jun, LI Lin, LIU Ya-hui

（Management Academy of China Cooperativ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 is a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to a certain stage,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rmers cooperatives. Based on a data of 614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12 counties and 8 provinces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cooperatives to join the union. Results show that 14.5%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joined the un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the probability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join the union was lower. Joining the un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status of intangible
ass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angible asset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farmers cooperatives joining the union. Farmers cooperatives with resources such as
sales channels and brands and being rated as model cooperatives tend to form a union, and the small-scale farmers
cooperatives tend to join the union. Joining the union has an exemplary effect,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joining the union in a region, the higher of the possibility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choosing to join the
union. The age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director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armers cooperatives joining
the union.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ly
with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rend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make full use of financial, tax and other policy tool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ncrease the propaganda of related polici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ervice capacity of the union.
Key words ：farmers cooperatives;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 strategic alliance; exemplary effect; resource
depend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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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
）是
[1-2]
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我国农业合作
组织的重要类型 [3]。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 2019
年底联合社共计 10 273 家，涵盖农民合作社 12.6 万
个。从实践效果看，联合社在弥补单个农民合作社
存在的规模小、实力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农民合作社之间资源共享，
提高了其市场谈判能力。开展“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是国际合作社的七项基本原则之一，2018 年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专门增加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一章，对联合社组建
条件、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等进行了规定，这为联
合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但总体而
言，我国联合社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的
过程中面临着不少困难，农民合作社及其成员对联
合社的认识还不够，政府对联合社的支持政策还不
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联合社发展速度不快、
总量偏少、发展不均衡以及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
作用还未得到充分显现等问题。为了推进联合社的
有序发展，分析农民合作社在单个合作社的基础上
实现二次联合的影响因素，挖掘联合社背后的成因，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关于联合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建联合
社的必要性、驱动因素等方面。有研究提出，农民
合作社通过再合作和再联合发展联合社，提高了单
个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发展效益和为农服务能力，
有利于合作社之间形成合力，有利于基层合作社实
现资源优势互补，有利于防止同类合作社间的无序
竞争 [1]，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必然趋势 [2, 4-5]。合作
社对联合后自身发展能力和空间提升的追求，是合
作社再联合的内在驱动力。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
中，有通过横向一体化实现规模经济，通过纵向一
体化延长产业链条，以及通过整合资源提高服务能
力和发展空间的需求，因而倾向于发展联合社，以
打破现有合作社的禀赋限制，发挥不同农民合作社
间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 [6-8]。联合社通过畅通人、
地、资金和信息等要素流动，推动了作业平台、融
资平台和销售平台的搭建，强化了服务链、金融链
和产品链的构建 [9]，有助于激活组织间的互补和协
同作用，打破原有合作社服务能力提升的禀赋约束，
增加农民合作经济的效用 [10]。联合社能够通过提高
市场集中度，掌控区域性定价权，一定程度上改变
农产品完全竞争市场的形势，一定范围内形成寡头
垄断的市场局面，让联合社成为定价者，对农户和
农民合作社的市场地位产生积极影响，并帮助合作

[11]

社获取溢价收益 。还有学者认为，联合后交易成
本和风险的降低是合作社发展联合社的原因。相对
于开拓新市场和吸收新社员，联合社是一种交易成
本更低的治理结构，同时联合社自身存在的风险共
担机制，能够进一步分散风险，因此，联合社是合
作社为扩大规模所进行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12]。还有
学者提出，政府的政策扶持、引导和推动能够对联
合社的产生发展起重要作用 [2, 5, 8]。
联合社的发展类型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联合
社成立的动因也各不相同。有学者提出合作社的联
合形式并不是固定的，既可以是开放式的，也可以
是封闭式的，联合社包括合作社与其他从事相同业
务甚至是相关业务的企业、个体户等的联合，以及
仅局限在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联合这两种方式 [2]。
还有研究按照联合社的经营特点将联合社分为生产
型、销售型、产业链型和综合型等 [6]，在相似市场
环境和激励措施下，横向联合形式相较纵向联合能
够带来的收益更明显 [12]。
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联合社驱动因素的研究
主要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认为农民合作
社组建联合社是为了追求联合合作的潜在利润、节
约交易成本和降低风险，从而为联合社的发展提供
了理论依据。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分析方
法，以理论分析和案例描述为主，主要强调了联合
社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研究
组建或加入联合社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因此，
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战略联盟
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联合社是资源驱动的战略联
盟，并从资源驱动的战略联盟视角提出农民合作社
加入联合社是由自身拥有的资源状况特别是无形资
产、理事长特征等人力资源状况和外部环境等因素
共同决定，运用二元 Probit 分析方法，利用 8 省 12
县 614 家农民合作社数据，分析农民合作社加入联
合社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联合社健
康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联合社 ：资源驱动的战略联盟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企业
界和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多数大公司扩张
的主要手段。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
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为达到共同拥
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
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生
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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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式
。战略联盟是市场竞争基础上合作的结果，
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16-17]，能够实现企
业之间协同，同时创造新的价值，还能够减少信息
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等。
除了企业这类市场组织之外，国内外越来越
多出现了基于农民合作社的战略联盟。由于农民合
作社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而非合并或兼并基础
上，因而在组建和维持战略联盟方面具有其他组织
无可比拟的优势，如美国的农业合作社越来越注重
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协调纵向和横向主体之间的关
系 [18]。这种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社间的战略联盟
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
农业投入品制造和食品加工经营效率，也更有利于
获得风险资本投资。美国农业合作社除了在合作社
之间组建战略联盟外，还存在着合作社与其他企业
组建战略联盟，如一些农业合作社为了获得风险资
本而与企业合作组建战略联盟等 [19]。在中国，农民
合作社间战略联盟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通过合作制原
则组建联合社，联合社可以在生产资料采购、产品
销售、物流资源整合、品牌形象推广和市场驾驭能
力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谈判力，实现单个农民合
作社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
不论是企业间的战略联盟，还是农民合作社间
的战略联盟，其组成原因主要在于改变自身竞争地
位。对于市场组织来讲，其竞争地位通常是由组织
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所决定 [20]。因此，可以说资
源驱动是战略联盟形成的主要动机 [21]，战略联盟能
够获取他人所有的资源，如品牌、声誉、技术和渠
道等，或者是保护自己的资源同时又能从利用他人
的资源中获益 [14]。在中国，农民合作社组成战略联
盟——联合社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合作社可以通
无形资产

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民合作社
通过联合可以获取最优资源
配置

促进

理事长对组织和环境的认知
有利于建立农民合作社与外
部环境之间匹配

理事长年龄、受教育
程度和干部身份
外部环境

在不确定的市场中，参与联合社的各个合作
社在资源异质性组合后，可以获得潜在的利益，
“可以经常使用因为无配套资源而被一直搁置的资
源”[25]，如养殖合作社产生的粪肥可以作为种植合
作社的肥料。也就是说，农民合作社可以组建联合
社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提升市场竞争力。销售渠
道和品牌资源是农民合作社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
脚跟的核心资源。各级政府评定的示范社对于农民

促进

销售渠道、品牌、示
范社、规模等
人力资源

过资源模仿从资源拥有方获得异质性资源，而具有
资源优势的农民合作社则可以通过资源扩张、资源
共享提高资源使用水平或者通过资源配置的方式将
优势资源配置到其他领域以降低风险。如掌握销售
渠道的农民合作社由于自身经营规模满足不了客户
产品数量要求，就需要联合其他农民合作社或家庭
农场共同向下游客户供应农产品，随着交易频次的
增加，具有资源优势农民合作社就有意愿牵头组建
联合社以实现规模经济。
农民合作社拥有的资源种类很多，虽然土地、
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对于农民合作社的运营必不可
少，但组织声誉、品牌形象和市场秘诀等无形资产
对获得竞争成功至关重要 [22]。另一方面，农民合作
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具有市场开拓精神的企
业家的存在 [23-24]，人力资源特别是理事长的禀赋特
征对于农民合作社的成功至关重要，且理事长在农
民合作社各类重要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理事长对
组织或环境特别是政府政策的认知，促使其理性思
考合理建立农民合作社与外部环境之间匹配，并做
出是否加入联合社的决策。除此之外，农民合作社
所处的外部环境要素，如政府支持以及其他合作社
的行为也会影响联合社的组建（图 1）
。
1.2 农民合作社的无形资产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约束

政府支持、示范效应

Fig. 1

外部环境对联合社的发展起
着约束作用
图 1 分析框架
Analysis framework

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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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而言类似于政府的背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
中容易在消费者心目中快速树立更好的形象，一方
面有利于获取政府扶持，也属于农民合作社的重要
资源，拥有这三类资源的农民合作社处于资源优势，
由这类农民合作社牵头组建联合社能够拓展已经形
成的资源禀赋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效率，并快速分摊
固定成本。本身存在资产和经营规模小等问题的农
民合作社存在着降低经营风险，低成本获取资源以
及形成规模优势的潜在需求，同样也倾向于加入联
合社。主要原因在于，当处于资源劣势的农民合作
社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资源的成本较高时，选择加
入联合社就可以学习模仿其他具有资源优势的农民
合作社，从而低成本的获得稀缺资源，有助于农民
合作社进入新市场、获得或增加议价能力、维持或
增加市场份额 [26]。因此，本文认为具有销售渠道、
品牌和示范社称号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农民合作社倾
向于选择参加联合社，而自身资产和经营规模小的
农民合作社倾向于选择参加联合社。
1.3 农民合作社人力资源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对于市场经济组织来说，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
一种资源，其中最能体现人力资源状况的管理者的
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经验等会影响市场经济组
织的决策行为。对于农民合作社来说，理事长能够
帮助农民合作社获取资源并在确保生存的情况下赢
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加之理事长对农民合作社的战
略和日常管理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因而，理事长对
农民合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具有重要影响。当理事
长对政府政策以及联合社的定位、功能和运作模式
有充分的认知，就会理性思考并做出是否愿意加入
联合社的决策。本文用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文化程度、
理事长身份等指标来反映管理者特征，同时认为，
理事长年龄越低、文化程度越高，或是理事长是村
干部成员，会对联合社相关政策和优势的接受度越
高，越倾向于选择加入联合社。因此，本文认为农
民合作社理事长的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选择
加入联合社的概率较高，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具有干
部身份倾向于选择加入联合社。
1.4 外部环境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影响农民合
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对成立联合社的支持会
促使农民合作社朝着联合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如通
常获取过财政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更倾向于通过扩张
获取进一步的发展 [27]。从模仿和示范效应的角度
看，先前的联盟对于成立新联盟的决策具有影响 [15]，
本区域内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情况会影响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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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他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选择，当地加入联
合社的比例越高，该地区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
可能性一般也越大。因此，本文认为获取过政府财
政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倾向于选择加入联合社，本县
（区、市）加入联合社的样本占农民合作社总样本
的比例越高则本县（区、市）合作社倾向于加入联
合社。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创新与规范并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
社健康发展”课题组 2017 年对 8 省 12 县（市、区）
的农民合作社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
首先，选取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四川省、河南省、山东省和吉林省为调查省
份，这些省份既包括了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省份，
如浙江省和广东省等，也包括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省份，如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四川省等，还
包括了中部地区省份，如河南省和山东省等，同时
也包括了东北地区省份，如吉林省。可以说，这些
省份的调研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农民合
作社及联合社的发展情况。其次，在这些省随机选
取 12 个县（市、区）
，分别为浙江省临海市、广东
省珠海市斗门区和台山市、陕西省凤翔县和扶风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四川省宜宾县、河
南省辉县、山东省平邑县和商丘市虞城区、吉林省
德惠市和公主岭市。随后，由 12 个样本县（市、区）
的工商部门从 2016 年年报的农民合作社库中，按
照注册登记时间顺序对注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进行
等距抽样，每个县（市、区）共抽取 100 个样本农
民合作社，由工商部门通过电话等方式逐个通知被
抽取的样本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来县（市、区）工商
部门集中填写问卷，最终获得 614 家农民合作社有
效问卷。
2.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合
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加入联合社 =1，未加入 =0。
2）关键解释变量。根据对农民合作社加入联
合社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本文用销售渠道、品
牌、示范社称号、规模等无形资产衡量农民合作社
的资源禀赋，并且分别使用农民合作社是否与外部
供应商签订服务合同、是否拥有品牌、是否是示范
社和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来衡量。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农民合作社从事的行业不同，难以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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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指标如固定资产或销售总额等衡量农民合作
社的规模，因此，本文用主观判断即农民合作社判
断自身是否存在着资产和经营规模小的突出问题来
衡量农民合作社的规模。人力资源用农民合作社理
事长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干部身份特征 3 个指标来
衡量。外部环境用财政支持和示范效应 2 个指标来
Table 1
变量类别

品牌
示范社称号
规模
理事长年龄

人力资源 理事长受教育程度
理事长干部身份
外部环境

示范效应

均值

标准差

1= 农民合作社与外部商户签订购销合同，0= 否
1= 农民合作社拥有品牌（地方名优品牌、市级知名商标、省级著名商标或中国驰名
商标），0= 否

变量解释与说明

0.353

0.478

0.184

0.388

1= 农民合作社属于县级、地市级、省级或以上示范社，0= 否

0.197

0.398

1= 农民合作社存在着资产和经营规模小的突出问题，0= 否

0.515

0.500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年龄 ；1=35 岁及以下，2=36 ~ 45 岁，3=46 ~ 60 岁，4=61 岁以上

2.518

0.831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受教育年限 ；1= 初中及以下，2= 高中（含中专）；3= 大专 ；4= 大
学本科及以上

1.891

0.823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是否是村两委干部 ；1= 是，0= 否

0.127

0.333

本县（区、市）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样本占该县（区、市）农民合作社总样本的
比例

0.148

0.115

政府支持

1= 农民合作社成立以来获得过各种财政扶持，0= 否

0.230

0.421

存续时间

2018 减去农民合作社成立时间（年）

7.403

2.667

1= 男，0= 女

0.904

0.295

理事长性别
控制变量

衡量，其中财政支持用农民合作社成立以来是否获得
过政府财政支持，示范效应用区域（县、区、市）农
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来表征。
3）控制变量。用农民合作社存续时间、理事
长性别和所在地区 3 个指标来衡量。相关变量统计
与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统计
Variable deﬁ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销售渠道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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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

1= 农民合作社在东部地区，0= 否

0.226

0.413

中部地区

1= 农民合作社在中部地区，0= 否

0.331

0.419

西部地区

1= 农民合作社在西部地区，0= 否

0.443

0.497

2.3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以农民合作社是否选择加入联合社作为因
变量，由于该决策行为可描述为加入和不加入，因
此选取的因变量为二值选项的离散变量。对于这种
二元离散现象的数量分析，常用的模型有 Probit 模
型和 Logit 模型。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对农民合作
社加入联合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求更客观分
析影响农民合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的各因素的作用
方向，更准确地测定其影响程度。其模型可表示为：
Pr( y = 1 X ) = Pr( y* > 0 X ) = Φ ( β 0 + β1 X ) （1）

式中 ：Pr 表示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 ；y* 为
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 为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表
示农民合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1 为加入，0 为不
加入 ；X 表示影响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变量集
合，β1 为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集合 ；Φ 表示标准
正态累计分布函数。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回归
模型为 ：

 Pr 
Pr ob 
 = ε + β X +ε
 1 − Pr 

（2）

式中 ：Pr 表示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X 表

示影响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变量，β 为解释变
量的系数，ε 表示随机扰动项。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法估计 Probit 模型的参数，并计算出边际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情况分析
调研结果表明，不同县（区、市）样本农民合
作社加入联合社的平均比例为 14.5%（表 2）
，从农
民合作社发展的总体态势看这一比例偏低，究其原
因，一是我国联合社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数据
搜集时联合社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登记注册也
存在一定障碍。二是许多农民合作社资源禀赋处于
较低水平，权责利对称的制度安排还不健全，弱弱
合作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28]，虽然有联合的需求但缺
乏联合的主动性。三是政府对联合社支持政策尚不
表 2 联合社地区分布
Tabl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union
地区

样本数
（家）

加入联合社数量
（家）

加入联合社占比
（%）

东部地区

139

38

27.34

中部地区

203

26

12.81

西部地区

272

25

9.19

合计

614

89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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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相关政策倾向于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联合社的支持政策较少。
四是广大农户特别是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对联合社的
认知还不清晰，联合社成员构成、成员之间的决策
和利益分配机制等都还不明确。
从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影响因素看，农
民合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主要依据其所拥有的资源
状况进行决策，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合作社的销
售渠道、品牌和示范社称号等无形资产相对稀缺，
如农民合作社与外部商户签订购销合同的比例为
35.3%，拥有产品或企业品牌的比例仅为 18.4%，属
于示范社的农民合作社比例为 19.7%（表 1）
，还有
一半以上的农民合作社认为自身存在着资产和经营
规模小的问题。这符合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现
状，即农民合作社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普遍存
在着“小、散、弱”的现象，尚不足以影响市场，
对成员的吸引力也不大，已经到了再合作的关键节
点 [10]。
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特征中，表征农民合作社理
事长年龄指标的均值为 2.52（表 1）
，处于 36~60 岁
之间，表明理事长的年龄相对年轻。农民合作社理
事长是村两委干部的占比为 12.7%，表明具有干部
身份的理事长偏少，可能会导致对政策把握不准而
弱化参与联合社的积极性。表征农民合作社理事长
受教育程度指标的均值为 1.89，处于初中和高中之
中，表明理事长的文化水平偏低。
Table 3
变量类别

无形资产

人力资源

外部环境

控制变量

从外部环境看，有 23.0% 的样本农民合作社获
得过政府财政支持（表 1）
，表明我国对农民合作社
的支持力度比较大，这得益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
对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视。从联合社地区差
异看（表 2）
，东部地区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比
例最高，达到了 27.34%，高于平均水平 12.84 个百
分点，西部地区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比例最低，
只有不到 10% 的农民合作社加入了联合社，这一方
面反映出联合社是农民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地区合作社发展数量越多，加入联合社的比例
就越高 ；另一方面，可能与各地农民合作社理事长
以及广大农户对联合社认知存在差异有关。
3.2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二元 Probit 模型分析农民合作社加入
联合社的影响因素，为了验证模型设定是否正确，
进行了 Link 检验，结果显示通过，说明模型设定是
正确的，且模型总体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准确预
测的百分比为 80.87%，Pseudo R2 为 0.258。具体估
计结果见表 3。
3.2.1 农民合作社的无形资产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拥有销售渠道，即与外部商户签订购销合同的农民
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会提高 6.3%，拥有品牌的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会提升 9.9%，分别在
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3）
。示范社选择
加入联合社的概率相比非示范社提高 6.1 个百分点，
且这一结果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研究表明，

表 3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Estimated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joining the union
变量名称

估计系数
系数

边际效应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销售渠道

0.376**

0.148

0.063**

0.025

品牌

0.589***

0.171

0.099***

0.028

0.359*

0.184

0.061*

0.031

规模

0.457***

0.151

0.077***

0.025

年龄

0.011

0.094

-0.002

0.016

受教育程度

0.005

0.094

-0.001

0.016

干部身份

-0.385*

0.206

-0.065*

0.035

示范社称号

示范效应

3.315***

0.813

0.556***

0.137

政府支持

0.491***

0.162

0.083***

0.027

存续时间

0.015

0.028

0.003

0.005

理事长性别

0.211

0.275

0.035

0.046

中部地区

-0.073

0.210

-0.012

0.035

西部地区

-0.186

0.229

-0.031

0.038

-2.674***

0.501

常数项
样本数量

614

Pseudo R2

0.258

预测准确率（%）

80.87

注 ：***、**、* 分别表示 P 值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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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会提高 7.7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在 1%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规模小的农民合作社在
面对大市场时容易受到挤压，加入联合社能够提高
自身谈判能力，这是这类农民合作社在面对激烈市
场竞争时的内在需求和现实选择。
为进一步验证表 3 的估计结果，本文将样本中
是否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分成两组，并对两组
农民合作社的资源进行了 T 检验。从结果可以看
出，在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样本中，53.9% 的
样本农民合作社与外部商户建立了稳定购销关系，
有 46.1% 的样本农民合作社拥有品牌，44.9% 的样
本农民合作社是各级政府评定的示范社，分别高于
未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 21.7、32.4 和 29.5 个百
分点（表 4）
，并且在 1% 的统计性上显著 ；65.2%
的样本农民合作社认为自身存在着资产和经营规模
小的突出问题，高于未加入联合社样本农民合作社
16.0 个百分点，且在 5% 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从
表 4 结果也能够看到，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拥
有的销售渠道、品牌和示范社称号等资源优势更为
明显，面临资产和经营规模小的问题更突出。

具有销售渠道、品牌和示范社称号等资源禀赋优势
的农民合作社更愿意加入联合社。不可否认，农民
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有价值资源可能会对联
合社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例如有的农民合作社不愿
意将核心资源与其他合作社共享，或者为了降低组
织成本，只愿意在某些业务上进行联合而不愿意牵
头组建或加入联合社。并且，在新的环境下，农民
合作社过去积累的有价值资源可能会产生“能力陷
阱”
（competency trap）[29]，妨碍其进行必要的组织
学习并降低感知和搜索外部环境信息的能力，不利
于农民合作社牵头组建联合社。但本研究结果表明
具有优势资源禀赋的农民合作社倾向于组建联合
社，可能原因在于这种拥有优势资源的农民合作社
认为通过资源扩张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水平和资源
配置方式所带来收益的提升和风险的降低，相较于
上述的阻碍作用，优势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与客
户的关系、日积月累形成的品牌等资源对于任何竞
争对手而言都是“不可能完全模仿的资源”[22]，共
享这些资源并不会使自身陷入困境。认为自身存在
资产和经营规模小问题的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
Table 4

表 4 两组农民合作社资源比较
Resource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销售渠道

品牌

是否加入
联合社

均值

标准差

是（一组）

0.539

0.053

均值

示范社称号
标准差

0.461

0.053

均值
0.449

标准差
0.053

规模
均值
0.652

标准差
0.051

否（二组）

0.322

0.020

0.137

0.015

0.154

0.016

0.491

0.022

差异水平

0.217***

0.054

0.324***

0.043

0.295***

0.044

0.160**

0.057

注 ：***、**、* 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3.2.2 农民合作社人力资源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理
事长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是否加入联合社的
影响不显著，而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是村两委干部对
是否加入联合社有负向影响。理事长担任村两委干
部的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会降低 6.5 个百
分点，并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3）
。这一
[30]
结果与刘滨等 的估计结果一致，主要原因可能
是关于联合社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在数据搜集时还不
健全，并且联合社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理事长
对联合社功能和地位认识还不清，导致理事长并未
清楚看到加入联合社能给农民合作社带来什么样的
收益，从而不会加入联合社。特别是村两委干部对
政策非常敏感，在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不仅不
会引导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可能会等待观望甚
至不主张加入联合社。另一方面，样本农民合作社
理事长的年龄多集中在 36~60 岁之间，两组之间的
差异并不显著。虽然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理事

长受教育程度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高于未加入联
合社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但两组农民合作社理事
长的受教育程度都接近于高中（表 5）
，受教育程度
的差异可能并未改变理事长对联合社的认识和加入
意愿，因此理事长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
加入联合社的影响不显著。
3.2.3 外部环境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外部环境中示
范效应和政府财政支持使得农民合作社更倾向于加
入联合社。本县（区、市）加入联合社的样本占总
样本的比例提高 1 个百分点，则该县（区、市）的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会提高 55.6%，这一
结果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3）
，这表明是否加
入联合社具有较强的示范模仿效应。获得政府财政
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更有可能加入联合社，比未获得
政府财政支持的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高 8.3%，
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本区域内农民
合作社的示范效应强，政府支持力度大等都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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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是否加入联合社

表 5 两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特征比较
Directors’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干部身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517

0.093

2.056

0.099

0.112

0.034

否（二组）

2.518

0.036

1.863

0.035

0.129

0.015

差异水平

-0.001

0.095

0.193*

0.094

-0.017

0.038

是（一组）

注 ：***、**、* 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高 10.8 个百分点，并且两者的差异在 1% 的统计性
水平上显著。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获得过政府
财政支持的比例也更高，有 46.1% 的农民合作社获
得过政府财政支持，比未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
高 27.1 个百分点，并且两者的差异在 1% 的统计性
水平上显著。即加入联合社面对的示范效应更强，
获取的政府财政支持更多。

农民合作社更有扩张提高市场竞争地位的要求，对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本文对是否加
入联合社的两组农民合作社的外部环境进行了 T 检
验（表 6）
。从中可以看出，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
社所在县（区、市）的示范效应均值为 24.0%，比
未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所在县（区、市）均值
Table 6
是否加入联合社

表 6 两组农民合作社外部环境与存续时间比较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duration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示范效应

政府支持

存续时间（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是（一组）

0.240

0.013

0.461

0.053

8.360

0.346

否（二组）

0.132

0.005

0.190

0.017

7.242

0.110

差异水平

0.108***

0.012

0.271***

0.047

1.118***

0.303

注 ：***、**、* 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3.2.4 其他控制变量对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合作社的
存续时间、理事长性别和地域特征对是否加入联合
社影响均不显著（表 3）
。其中合作社的存续时间
对因变量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加入联合社的
农民合作社平均存续时间均值为 8.36 年，比未加入
联合社的农民合作社平均年限高近 1.12 年（表 6）
，
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
段，特别是联合社法律地位尚未明确之前，农民合
作社负责人不会盲目加入联合社，而最早成立农民
合作社的理事长会把握农民合作社发展趋势选择加
入联合社。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民合作
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较低，这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一致。另外，男性理事长选择加入联合社的概率
较高但与女性理事长相比差异也不显著（表 3）
。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农民合作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在农民合作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联合社有助于提升
农民合作社的竞争力，是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研究表明，样本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
的比例为 14.5%，不同地区加入联合社的比例是有

差异的，其中东部地区加入联合社的比例最高，中
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
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后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获得潜在的利益，是农民合作社的内在需求和现实
选择。联合社是农民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加入联合社受农民合作社的无形资产、理事长特征
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中具有销售渠道、品牌
和示范社称号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农民合作社愿意组
建联合社，拓展已经形成的资源禀赋使用的范围和
使用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方式 ；而处于资产和经营
规模小等资源劣势地位的农民合作社同样愿意加入
联合社，借助联合社进入新市场、增加议价能力和
市场份额。
农民合作社的人力资源状况特别是理事长特征
对是否加入联合社的影响不显著，其中理事长年龄
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合作社是否加入联合社的影响
不显著，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加入联合社的农民合
作社理事长受教育程度较未加入联合社的高。另外，
理事长干部身份对是否加入联合社有负向作用。
加入联合社存在着示范效应和模仿作用，一个
地区农民合作社加入联合社的比例越高，农民合作
社加入联合社的概率也越高。农民合作社作为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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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联合组织，在发展中离不开外在的激励和扶
持，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能够促使农民合作
社产生进一步联合的动力和需求，加速联合社的发
展，有助于联合社提升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
4.2 政策建议
1）充分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农民合作
社发展。联合社是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
征，要顺应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趋势，支持具有
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民合作社牵头领办创办联合社，
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再联合再合作，逐步改善单个农
民合作社实力弱、市场竞争地位不足的缺陷，使联
合社在带动广大农户实现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积
极作用得到彰显。
2）加大联合社相关政策宣传力度。针对农民
合作社人力资源状况对加入联合社影响不显著的
问题，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的培养，让
更多的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理解发展联合社的重要意
义。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和小册子等各
种媒体，加强农民合作社和联合社相关法律政策宣
传，扩大联合社的社会影响，让更多农户、农民合
作社负责人和村两委干部等认识到联合社在提升自
身福祉、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
面，要注重选择、树立一批不同类型的联合社典型，
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农民合作社参与
到联合社中来。
3）不断提升联合社服务能力。鼓励各地结合
实际探索不同类型联合社发展形式，鼓励联合社开
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等，支持联合
社为成员社提供种养技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和
教育培训等服务，不断提升联合社的规模化和产业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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