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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与收入的影响
——基于 4 个省的调研数据
卢跃，刘吉龙，李先德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产业组织模式在促进农户增收和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利用甘肃、
河南、湖北和云南 4 个大麦主产省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分析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
选择的影响因素，探讨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与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受访农户中，选
择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种植户占比为 68.22%，高于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种植户占比（31.78%）。
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大麦种植面积和获取信息渠道数量是大麦种植户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生产投入效应方面，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比，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显著
降低了大麦种子、农药和机械等投入成本，进而降低了大麦总生产成本；在收入效应方面，现代产业组织模式
比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大麦单位面积净收入提高了 31.83%，进而有效增加了大麦种植收入。因此，建议政府提
升大麦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鼓励和支持大麦现代产业组织发展，完善现代产业组织与大麦种植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从而促进大麦种植户增收、稳定大麦产量和推动大麦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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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selection on barley farmers’ production inputs and
income: Evidence from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LU Yue, LIU Ji-long, LI Xian-d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indust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a survey data of barley farmers
in four Chinese provinces, including Gansu, Henan, Hubei and Yunna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rley farmer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selection, and then investigated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selection on barley farmers’ production inputs and income by th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TEM).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farmers interviewed, 68.22% of them selected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barley farmers who selected the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31.78%. The factor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age of the household head, the village leader role of family members, the barley planting area
and the number of information channels were main factors impact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barley farmer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input effec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the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put cost of barley seed, pesticide, and machinery,
and thereby reduced the overall production cost of barley. In terms of the income effect, the net income per unit area of
barley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was 31.83%,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which 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income from barley farming. Therefore, to increase barley farmers’ income,
stabilize barley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barley industry, it is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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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specialization and scale of barley production,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organizations of barley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between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barley farmers.
K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barley farmers; production inputs; incom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保障粮食安全始终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首要任务。粮食产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
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虽然当前我
国粮食总体实现了紧平衡的状态，但新时期我国粮
食生产仍然面临着生产成本高、效益低和结构性紧
缺等问题 [1-2]。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
经济的实施意见》
，其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壮大多元
粮食产业主体，鼓励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
头企业发展，引导其与农户开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
作，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拓宽种粮农民的增收渠
道。当前，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产业组织
模式逐渐多元化，与传统分散的生产方式相比，
“农
户 + 合作社”和“农户 + 企业”等现代产业组织模
式在促进农户进入市场和提高农户收入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3]。因此，考察当前我国粮食产业组织模式
的经营现状，分析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
素及其对种粮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
种粮收入、稳定粮食产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国内外关于产业组织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
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
农户生产的影响和收入效应分析等方面。在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Wang 等 [4] 从农户个
人和生产经营特征等角度指出文化水平、生产规模
和风险偏好是影响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重要因
素。郑黎阳和张心灵 [5] 探究了社会资本和信息可得
性对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产业组织模
式对农户生产的影响方面，李刚等 [6] 认为现代产业
组织模式不仅提升了农户组织化程度，还优化了农
户生产决策行为。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显著促进了农
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7]、降低了农户化肥与农
药施用量 [8] 和引导农户进行安全生产 [9] 等。从农户
的角度来说，其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是为了追求
利润最大化，从而获得更多的生产收益 [10]。已有研
究表明，与传统的市场交易模式相比，
“农户 + 合
作社”和“农户 + 企业”等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更有
利于提高农户收入 [11-12]，其促进农户增收的原因在
于，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比，选择现代产业组织
模式的农户可以享受优惠农资购买、技术指导、溢

价收购等多种组织化服务，从而将生产成本内部
化 [13]。由此可见，产业组织模式在农业生产经营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目前较少文献关注大麦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及其对大麦种植户生产的影响，
大麦不仅是我国畜牧与水产养殖业、啤酒酿造业和
食品加工业的重要原料，还是藏族人民的主粮，肩
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 [14]。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大
麦种植效益低、销售困难，农户的种植意愿逐渐降
低，产业规模大幅下降 [1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大麦种植面积为 26
万 hm2，总产量为 90 万 t，相比 20 世纪 60 年代分
别减少了 92.63% 和 75.74%。随着畜牧业和啤酒产
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大麦消费量不断增加，极大的
供需缺口导致大麦进口量急剧上升 [16-17]，严重冲击
了国内大麦产业，不利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18]。
已有关于产业组织模式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
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已有研究大多针对比较
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或畜产品进行分析，缺乏对比
较效益较低的粮食作物例如大麦的相关分析。不同
产业的组织模式不同，生产投入与产出效益也可能
存在差异。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农户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是一种决策行为，已有研究在分析产业
组织模式选择对农户生产影响时，忽略了农户自身
经验和管理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导致估计
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
利用甘肃、河南、湖北和云南 4 个大麦主产省农户
调研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分析大麦种植户产
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探讨产业组织模式选
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和收入的影响。以期更好
地评估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在大麦生产经营中的作
用，从而为促进大麦种植户增收、稳定大麦产量和
推动大麦产业高质高效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
参考钟真和孔祥智 [19] 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定义，
本文将大麦产业组织模式界定为大麦种植户与下游
交易者之间联结形成的生产经营模式，并结合实际
调研情况将大麦产业组织模式分为传统产业组织模
式和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其中，传统产业组织模式
是指大麦种植户自主进行大麦生产与销售，大麦价

第5期

卢跃等：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与收入的影响——基于 4 个省的调研数据

格随行就市，主要包括“农户 + 市场”和“农户 +
中间商”两种主要模式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是指大
麦种植户与合作社或下游加工企业通过紧密联系完
成大麦生产与销售。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由于我国
大麦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部分企业通过合作社间
接与小农户进行合作，根据上述定义，本文将“农
户 + 合作社”
、
“农户 + 企业”和“农户 + 合作社 +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企业”三种模式定义为大麦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同
时，为了方便研究，将大麦合作社和大麦加工企业
统称为“现代产业组织”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合
作社和企业等现代产业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
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了农户
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农户生产投入与收入。基于此，
形成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1）
。

传统产业组织模式

生产投入

农户+市场
农户+中间商

种子投入成本
肥料投入成本
农药投入成本
机械投入成本
人工投入成本

影响

影响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

户主及家庭特征
生产经营特征
村庄特征
地区特征
不可观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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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合作社
农户+企业
农户+合作社+企业

收入
单位面积净收入

Fig. 1

图 1 研究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

1.1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农户生产投入的影响
关于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农户生产投入的影
响，前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探讨。陈超等 [20]
认为相比传统市场交易模式，
“农户 + 合作社”
、
“农
户 + 企业”等现代产业组织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
转变农户传统粗放的生产认知，优化农户生产要素
配置，进而引导农户进行科学规范生产。一方面，
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农户可以获得比传统生产
更优惠的农资，包括优质品种、肥料、农药等投入
品，进而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岳佳等 [21]
研究指出在现代产业组织的指导下，农户改变了传
统过量施肥的生产方式，采用测土配方等科学方式
精准施肥，进而降低施肥量，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同时，现代产业组织还可以通过生产监督、利益捆
绑与激励等方式提高农户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的认
知，减少农户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从而降低农户
肥料和农药的投入成本 [22]。据此，本文认为相比传
统产业组织模式，现代产业组织模式能优化大麦种
植户生产投入，进而有利于降低大麦种植户的生产
投入成本。
1.2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比，
“农
户 + 合作社”和“农户 + 企业”等现代产业组织模
式通过生产服务、溢价收购和金融支持等方式促进
了农户增收 [23]。一方面，由于存在市场信息不完全

等问题，传统产业组织模式下，农户在生产资料购
买和产品销售中面临着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谈判
成本，相比之下，现代产业组织提供的生产销售服
务减少了部分中间交易环节，降低了农户交易成本，
进而提高了农户收入 [24]。另一方面，现代产业组织
可以及时传递市场需求信息，通过技术培训和管理
监督等方式帮助农户提高产品质量，并根据产品质
量分级进行收购，给农户提供最低保护价或不低于
市场价的收购价格，提高产品的销售利润，从而促
进农户增收 [25-26]。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与传统产
业组织模式相比，现代产业组织与农户之间联系更
为紧密，能够有效保障农户预期收入，增加收入的
稳定性 [27]。据此，本文认为相比传统产业组织模式，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能够提高大麦种植户收入。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4—11 月国家大麦青稞
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课题组在甘肃、河南、湖北
和云南 4 个省份进行的农户调研。这 4 个省份 2017
年大麦产量占全国大麦总产量的比例为 47.17%，因
而本文选取的农户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
研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结
合大麦实际种植面积情况，选取甘肃省武威市、金
昌市和张掖市，河南省驻马店市，云南省昆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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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湖北省襄阳市 7 个市作为调研地区，每个
市选取 1~3 个大麦生产优势县（区）
，再从每个县
选取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可以辐射到的村，根据村委
会提供的大麦种植名单随机抽取 10~15 名农户进行
面对面访谈，调研内容包括农户个体及家庭基本情
况、村庄特征、大麦投入产出和经营情况等内容。
共获取 240 份大麦农户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26 份，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14 份，问卷有效率为 89.17%。
2.2 变量选取
1）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为二值变量。在调查中询问大麦种植
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情况，将大麦种植户选择现代
产业组织模式（包括“农户 + 合作社”
、
“农户 + 企
业”和“农户 + 合作社 + 企业”三种情况）赋值为 1，
选择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包括“农户 + 市场”和“农
户 + 中间商”两种情况）赋值为 0。
2）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大麦生产投入与
大麦种植收入。生产投入变量参考刘晓鸥和邸元 [28]
的研究，结合大麦实际生产投入情况，以大麦单位
面积的种子、肥料、农药、机械和人工等投入成本
来代表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情况。考虑到我国大麦
生产主要以自家土地经营为主，较少涉及土地成本，
因此，本文在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大麦种植户生产
投入影响时暂不考虑土地投入成本。收入变量参考
Narayanan [29] 研究，采用 2017 年大麦单位面积净收
入来衡量。
3）控制变量。借鉴李霖和郭红东 [23] 的研究和
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的控制变量设置为户主及家庭
Table 1
变量类型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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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大麦生产经营特征、村庄特征和地区特征。
其中，户主及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文化水
平、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3 个变量 ；大麦生产经营
特征包括大麦种植面积和获取信息渠道数量 2 个变
量 ；村庄特征包括农户所在村庄到镇政府的距离 1
个变量 ；地区特征变量以河南省为参照对象，包括
甘肃省、云南省和湖北省 3 个省份的虚拟变量。
4）工具变量。在 TEM 模型中需要一个有效的
工具变量，该变量直接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
式选择，但不直接影响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与收入。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30-31]，本文选取家庭成员是否有
村干部作为工具变量，将家庭成员有村干部赋值为
1，没有赋值为 0。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3 模型设定
1）处理效应模型（TEM）
。TEM 模型采用两
步估计方法，第一步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大麦种植
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即大麦种植户选
择方程为 ：

Di* = ai Z i + ui

（1）

，该变量由潜
式中 ：Di 表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
变量 D i 的值决定，Zi 表示一系列影响大麦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的变量集合。
TEM 模型第二步，在分析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影响时，考虑到各生产投入
方程之间的扰动项存在相关性，使用单方程回归可
能会忽略各方程之间的联系，因此，参考毛慧等 [32]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ﬁ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说明
2

均值

标准差

种子投入成本

，取对数
大麦种子投入成本（元 /hm ）

6.690

0.784

肥料投入成本

，取对数
大麦肥料投入成本（元 /hm2）

7.344

0.801

农药投入成本

，取对数
大麦农药投入成本（元 /hm2）

5.247

1.615

2

机械投入成本

，取对数
大麦机械投入成本（元 /hm ）

6.158

2.859

人工投入成本

，取对数
大麦人工投入成本（元 /hm2）

7.852

0.394

单位面积净收入

，取对数
大麦单位面积净收入（元 /hm2）

8.747

0.738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0= 传统产业组织模式 ；1=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

0.318

0.467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0.790

8.437

户主文化水平

0= 未上学 ；6= 小学 ；9= 初中 ；12= 高中或中专 ；15= 大专及以上

8.523

2.838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个）

2.682

0.994

大麦种植面积

实际种植面积（hm2）

1.105

3.305

信息获取渠道数量

1= 一种渠道 ；2= 两种渠道 ；3= 三种渠道 ；4= 四种渠道及以上

1.531

0.692

到镇政府距离

农户所在村庄到镇政府的距离（km）

5.843

6.493

甘肃省

0= 否 ；1= 是

0.467

0.500

云南省

0= 否 ；1= 是

0.112

0.316

湖北省

0= 否 ；1= 是

0.150

0.357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

0= 否 ；1= 是

0.145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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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建 SUR 方程组来分析，具体形式为 ：

（2）
式中 ：y1i、y2i、y3i、y4i、y5i 分别代表大麦种植户单
位面积的种子、肥料、农药、机械和人工投入成本
的对数形式 ；X1i、X2i、X3i、X4i、X5i 包括大麦种植
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和其他控制变量。
在分析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收入影
响时，采用 OLS 估计，建立分析模型为 ：

I i = βi X i + fi

（3）

式中 ：Ii 表示 2017 年大麦单位面积净收入的对数形
式，Xi 包括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和其他控
制变量，与（1）式相比，Zi 中至少包含一个变量
不在 Xi 中，即该变量为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
选择的工具变量，由于本文工具变量属于“恰好识
别”
，因此，在检验工具变量外生性时，参考朱秋
博等 [33] 研究采用替代方法检验本文工具变量是否
仅通过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间接影响大麦种植户生产
投入与收入。
2）内生转换模型（ESR）
。参考张自强 [34] 的研
究，本文采用 ESR 模型对 TEM 模型分析结果进行
稳健性检验。以收入方程为例，生产投入方程与之
相似，此处省略。方程形式为 ：

I1i = β1i X 1i + f1i

（4）

I 2i = β 2i X 2i + f 2i

（5）

式（4）和式（5）分别表示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和传
统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种植户收入效应方程，最后
Table 2
类别

产出

对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组和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组大麦
种植户的收入进行反事实分析，进而得到，实际现
代产业组织模式组和实际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组的平
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

ATT = E [ I1i | Di = 1] - E [ I 2i | Di = 1]

（6）

ATU = E [ I1i | Di = 0] - E [ I 2i | Di = 0]

（7）

3 结果与分析
3.1 产业组织模式与大麦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样本农户中，选择传统产业组
织模式的农户占总样本的比例为 68.22%，而选择现
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农户占比为 31.78%，这说明当前
大麦产业仍以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经营为主，现代产
业组织模式经营较少。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大麦种
植规模较小，分散的农户加大了现代产业组织与大
麦种植户确定稳定交易关系的成本，加之尚未形成
统一的、行业认可的大麦收购体系，因而大麦生产
经营主要以传统产业组织模式为主。
相比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
大麦种子、农药和机械投入成本、总成本以及单产
均较低，而大麦的销售价格和单位面积净收入较高。
在投入方面，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种子、农药
和机械投入成本以及总生产成本比传统产业组织模
式分别低 423.72、52.42、575.82 和 678.79 元 /hm2，
这主要因为现代产业组织为合作农户提供一系列生
产技术服务降低了部分投入成本，进而降低了大麦
总生产成本。在产出方面，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单
产为 6 665.29 kg/hm2，略低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的
6 933.39 kg/hm2，但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销售
价格和单位面积净收入比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分别高

表 2 两种产业组织模式的大麦生产成本收益
Cost-beneﬁt of barley production for tw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s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

项目

均值

传统产业组织模式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种子投入成本（元 /hm2）

640.99

230.90

1064.71

401.18

肥料投入成本（元 /hm2）

1 875.25

588.22

1 669.02

524.61

农药投入成本（元 /hm ）

273.68

155.78

326.10

211.47

-52.42**

机械投入成本（元 /hm2）

1 179.04

970.97

1 754.86

959.93

-575.82***

人工投入成本（元 /hm2）

2 875.92

903.59

2 708.99

1 042.18

单位面积总成本（元 /hm2）

6 844.89

1 725.01

7 523.68

1 592.35

-678.79***

单产（kg/hm2）

6 665.29

1 108.63

6 933.39

1 018.00

-268.10***

1.96

0.26

1.75

0.19

0.21***

6 179.75

3 047.78

4 526.94

2 128.11

1 652.81***

2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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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元 /kg）
单位面积净收入（元 /hm2）
占总样本量的比例（%）

31.78

注 ：***、**、* 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68.22

-423.72***
206.23

16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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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0.21 元 /kg 和 1 652.81 元 /hm 。这与 Hoang 研究
发现相同，主要是因为在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发展的
前期，农户为了满足其对产品高质量的要求，导致
作物单产小幅度下降，但通过产品溢价和生产成本
降低等优势，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单位面积净收入
仍比传统产业组织模式高。
3.2 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是否
有村干部、大麦种植面积和获取信息渠道数量均显
著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表 3）
。家
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
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表明村干部身份有
利于促进大麦种植户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大麦
种植面积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大麦种植户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即大麦种植面积越大，农户越
倾向于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可能的原因是，种
植面积越大的农户越需要稳定的销路，而现代产业
组织模式有利于农户与现代产业组织形成稳定的交
易关系 [4]。户主年龄和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均在 5%
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
择，表明随着户主年龄和获取信息渠道数量的增加，
大麦种植户更倾向于选择传统产业组织模式，吴曼
等 [36] 研究也指出，劳动力的老龄化会降低农户选
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户主年龄
越大，改变传统生产模式的可能性越低。而信息渠
道数量越多，意味着大麦种植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
本越低，越有能力通过传统产业组织模式从事大麦

Table 4

表 3 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barley farmers
系数

S.E.

-0.022**

0.009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文化水平

0.049

0.041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

0.757**

0.310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0.304

0.202

大麦种植面积

0.389***

0.116

-0.381**

获取信息渠道数量

0.193

0.005

到镇政府距离

0.019

甘肃省

-1.486***

0.288

云南省

-0.202***

0.067

湖北省

-2.289***

0.513

0.409

常数项

0.881
214

样本量
Prob>chi2

<0.00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

的生产经营。此外，地区特征均在 1% 显著性水平
上负向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通过实
地调研发现，受到地区间大麦现代产业组织发展水
平的影响，大麦种植户选择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
3.3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的影
响分析
由表 4 可知，不可观测因素对种子、农药和
机械投入成本均具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
为 1%、1% 和 5%，即拒绝了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
模式选择和生产投入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因而采用
TEM 模型是合适的 ；5 个生产投入方程之间“独立

表 4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on barley farmers’
production inputs

变量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种子投入成本

户主文化水平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农药投入成本

机械投入成本

系数

S.E.

S.E.

系数

S.E.

0.149

0.150

0.157

-0.167***

0.064

-0.182*

0.101

0.061

0.065

0.006

0.000

0.006

0.005

-0.037

0.123

0.000

0.003

-0.015

0.018

-0.022

0.019

0.005

0.014

-0.037

0.067

-0.006

0.008

0.037

0.053

0.051

0.056

-0.056

0.108

-0.243**

0.105

0.017

0.023

大麦种植面积

-0.004**

0.001

获取信息渠道数量

-0.075**

0.037

系数

0.031*
-0.004

0.009*

S.E.

人工投入成本

-0.313**
0.002

户主年龄

肥料投入成本

系数

0.016

0.048

0.032

0.123**

0.056

0.077

0.083

0.149

0.396

0.262

0.043

-0.018

到镇政府距离

0.010**

0.004

-0.001

0.009

甘肃省

0.535***

0.139

-0.166

0.146

0.419**

S.E.

系数

-0.003**

0.001
0.032

0.017

0.032

0.030

-0.004

0.004

0.161

1.216**

0.499

0.057

0.060

云南省

0.183***

0.061

-0.089

0.121

0.291

0.365

-0.805**

0.322

0.038

0.078

湖北省

0.786***

0.185

-0.199*

0.153

0.382**

0.147

-0.739**

0.333

-0.010

0.058

-0.059

-0.609**

不可观测因素

0.122***

0.041

常数项

6.151***

0.401

样本量
2

拟合优度（R ）
Prob>chi2

7.542***

214

214

0.409

0.253

0.045

0.847***

0.201

0.422

5.267***

0.820

7.191***

0.264

0.019

0.043

1.446

7.885***

0.175

214

214

214

0.322

0.304

0.389

<0.001

第5期

性检验”的 P 值小于 0.001，可以认为在 1% 的显
著水平上拒绝各方程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假设，故使
用 SUR 模型进行分析可以提高估计效率。
TEM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对大麦种植户种子、农药和机械投入成本均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且分别通过了 5%、1% 和 10% 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 4）
，即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
比，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能降低大麦生产的种子、
农药和机械的投入成本。可能的原因是，在种子投
入方面，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农户可以获得免
费或优惠的大麦品种，减少了种子购买成本，同时，
现代产业组织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引导农户科学播
种，改变了传统模式下农户过密种植、过于追求经
济产量的生产现状，减少了种子投入量，进而降低
种子投入成本。在农药投入方面，现代产业组织要
求合作农户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生产，并在生产过
程中进行监督和产品检测，有效减少了农药施用量，
进而降低农户的农药投入成本 [37]。在机械投入方面，
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农户大多为合作社社员，
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而降低
大麦生产过程中的机械使用成本。
3.4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由表 5 可知，不可观测因素在 5% 显著性水
平上影响大麦单位面积净收入，表明样本农户存
在一定的选择偏差，因此，采用 TEM 模型是合适
的。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在 1% 显著
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大麦单位面积净收入，即大麦种
植户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净
收入，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比提高了 31.83%。可
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现代产业组织可以为农户提
供大麦销售服务，帮助大麦种植户进入市场，降低
市场风险，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大麦，进
Table 6
因变量
种子投入成本
单位面积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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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大麦种植户获得更多的种植收益 ；另一方面，
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的农户可以享受生产资料购
买、培训与技术指导、信贷帮助等生产服务，相比
传统产业组织模式，降低了大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
用，进而提高大麦种植收入。
表 5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对大麦种植户收入影响估计结果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on barley farmers’ income
变量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系数

S.E.

0.318***

0.085

不可观测因素

-0.54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0.210
已控制
214

样本量
F值

7.310***

拟合优度（R2）

0.213

3.5 模型检验分析
1）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TEM 模型需要有效
的工具变量，以保证选择方程可识别，本文选择“家
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作为“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的工具变量，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在相关性检验
方面，由表 3 可知，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
择，且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村干部在合作社中担任
了重要的职位，在促进大麦产业组织化发展方面起
到了带头作用，因此，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要求。
在外生性检验方面，以种子投入成本和单位面积净
收入方程为例展示检验结果，其他方程检验结果与
之一致，此处省略。由表 6 可知，家庭成员是否有
村干部仅通过产业组织模式选择间接影响大麦种子
投入成本和单位面积净收入，因而证实了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综上，可以认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
有效的。

表 6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exogeneity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自变量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
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

系数
-0.278***
—
0.220***
—

S.E.

系数

S.E.

系数

S.E.

0.067

—

—

-0.242**

0.105

—

-0.185**

0.092

0.079

—

—

—

0.105*

0.062

-0.146

0.112

0.197**

0.094

0.063

0.054

注 ：此处未考虑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因此与上面分析结果存在差异。

2）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采用 ESR 模型进
行稳健性检验。由表 7 可知，在生产投入效应方面，
从总样本来看，产业组织模式选择显著负向影响大
麦种子、农药和机械投入成本，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1% 和 5% ；从分组估计来看，ATT 的估计结

果在种子投入成本方程中显著为负，ATU 的估计结
果在种子、农药和机械生产投入成本方程中均显著
为负，作用方向和显著性与上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
致。在收入效应方面，总样本和分组样本中产业组
织模式选择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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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s
变量
种子投入成本
肥料投入成本
农药投入成本
机械投入成本
人工投入成本
单位面积净收入

实证方法

ATE

ATT

ATU

系数

S.E.

系数

S.E.

系数

S.E.

处理效应模型

-0.313**

0.149

—

—

—

—

ESR

-0.283***

0.064

0.033

-0.328***

0.059

-0.207***

处理效应模型

0.150

0.157

—

—

—

ESR

0.173

0.147

0.013

0.064

—

处理效应模型
ESR

-0.167***
-0.119***

0.014

-0.012

处理效应模型

-0.182*

0.101

—

ESR

-0.236**

0.103

-0.015

处理效应模型

0.061

0.065

—

ESR

0.095

0.062

0.086

处理效应模型

0.318***

0.085

ESR

0.287***

0.092

—
0.260***

0.071

0.321

—
0.212

—

—

—

0.009

-0.181***

0.035

—

—

—

0.081

-0.361**

0.144

—
0.113
—
0.055

—
0.100
—
0.300***

—
0.126
—
0.096

4.1 结论

时，当前农户分化现象凸显，不同类型的大麦种植
户对产业组织模式的需求不同，因此，今后还可以
进一步从农户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析，便于提出更具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4.2 启示

研究表明，当前大麦产业仍以传统产业组织模
式为主，现代产业组织模式较少，且不同地区大麦
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存在差异。通过分析大麦
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户主年
龄、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大麦种植面积和获取
信息渠道数量是影响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
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成员是否有村干部和大麦
种植面积显著促进大麦种植户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
式，而户主年龄和信息渠道数量对大麦种植户选择
现代产业组织模式具有抑制作用。在生产投入效应
方面，与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相比，现代产业组织模
式优化了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和技术水平，降低了
大麦生产的种子、农药和机械的投入成本，进而降
低了大麦总生产成本 ；在收入效应方面，与传统产
业组织模式相比，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提高了大麦单
位面积净收入，有效增加了大麦种植收入。
本文以大麦生产为例，考察了大麦产业组织模
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大麦种植户生产投入与收
入的影响，对制定促进大麦种植户增收和推动大麦
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受疫情影响，无法获
取最新大麦生产数据，本文仅用截面数据对大麦产
业组织模式选择及影响效应进行了静态分析，但该
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将进行动态数据追踪，
对比分析大麦产业组织模式的年际间变化情况。同

1）提升大麦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引导
大麦种植户选择现代产业组织模式。本文发现，与
现代产业组织进行合作的往往是具备专业化和规模
化生产条件的农户。因此，建议政府积极组织和安
排大麦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提升大麦种植户生产
技术知识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促进大麦专业化生
产。此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大麦种植户老龄化
的情况下，建议政府合理地推动大麦生产优势区开
展土地流转，降低大麦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实现大
麦种植面积适度规模化，促进更多农户选择现代产
业组织模式。
2）鼓励和支持大麦现代产业组织发展，改善
大麦种植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的现实约束。一方面，
建议政府大力培育和支持大麦专业合作社和加工企
业发展，改善当地现代产业组织不足的现状，充分
发挥现代产业组织的带头作用，提升大麦产业组织
化程度 ；另一方面，建议政府结合地区大麦产业发
展情况和大麦种植户生产经营特点，因地制宜地推
动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发展，如在大麦种植规模小、
专业化程度低的地区发展“农户 + 合作社”等模式，
而在规模化、标准化程度高的大麦生产优势区，鼓
励发展“农户 + 企业”等模式。
3）完善现代产业组织与大麦种植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提升大麦种植户信任度与合作积极性。一
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大麦合作社和加工企业服务功

单位面积净收入，与上文的估计结果一致。因此，
本文的实证结果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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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宣传，提高大麦种植户对现代产业组织在生产
管理和收购等方面的认知水平，消除大麦种植户信
息不完全等问题，夯实两者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
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大麦种植户获得产
品溢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现代产业组织与大麦种
植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大麦种植户合理地
获得更多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利润，促进大麦种植户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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