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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南 475 家农户的调查数据
陈思羽，曾福生，刘 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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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县、岳阳县、邵阳县 475 个农户样本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民个人特征、农户

家庭特征、粮食市场价格等角度选取 15 个变量，应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性别、文化程度、种粮年限、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粮食价格、种粮目的、农业技术支持、水
利设施完善程度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身体健康水平、劳动力短缺程度、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
种粮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资金不足程度、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卖粮难易程度对农民种粮意愿没
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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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in key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475 rural households of Hunan Province
CHEN Si-yu, ZENG Fu-sheng, LIU Hui, XU Hui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475 sampl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key grain-producing areas of Changsha
county,Yueyang county and Shaoy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selecting 15 variable quantities from the pespectiv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rmers, household features of rural households，marketing price of grain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s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gend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he years of grain
growing ,and grain profits of the farmers in total household income; the prices of grain, the purpose of grain growing,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technic, the status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positively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while those factors including farmers’ physical health, labor shortages, the price of production, negatively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and those elements ,such as the age of farmers, capital adequacy, the
proportion of food subsidies in the input of grain growing, the situation of grain selling do not greatly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Keywords: farmers; willingness to grow grain;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grain-producing area; Hunan Province

粮食生产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主粮基本实现自给

一、问题的提出

自足并略有盈余，但由于存在人均耕地面积少以及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

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等难题，从长远看，要保证粮食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我国

充足供应依然任重道远，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于
确保我国粮食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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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农民种粮意愿的研究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民
种粮意愿关系的研究。施令同认为改善二元经济结
构是农民增收的强大动力；[1]王新志认为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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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扩大，大量农村居民涌向城

来维持基本口粮需要，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仍然

市，严重削弱了农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二是对种粮

具有种粮意愿。

[2]

机制和农民种粮意愿关系的研究。 夏显力从我国

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

粮食生产所面临的资源性制约因素和能动性制约

体健康水平、种粮年限等。就性别和年龄对种粮意

因素入手，提出应构建包含激励、效率、预警、服

愿的可能影响而言，农民年龄越大，受过去生活经

务、抗灾、监督等六大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历和传统“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越深，从而种粮

[3]

的长效机制； 赵波认为构建与完善粮食主产区利

意愿越强，也可能由于缺乏技能和体力下降等原因

益补偿机制是调动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

而减弱种粮意愿，因此，农民年龄对其种粮意愿的

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步骤和保障措施。

影响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它对农民种粮

[4]

吴连翠认为粮食补贴政策对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

意愿的影响方向不确定。相对于女性，男性农民身

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

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生活支柱，更可能具有种粮

[5]

极性,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三是对农民种

意愿且意愿较强。就文化程度对种粮意愿的可能影

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周清明利用湖

响而言，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见过的世面越大，

南、辽宁、重庆、广西四省份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

越会不满足于种粮带来的微薄收入，而是更倾向于

模型对农民种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

进城务工或从事其他非农劳动，因此种粮意愿越

析，得出粮食价格、种粮规模、产业化组织服务程

弱。就身体健康水平和种粮年限对农民种粮意愿的

度以及农民年龄与农民种粮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

可能影响而言，农民身体健康水平越好、种粮年限

农民教育程度、农资价格与农民种粮意愿呈反向相

越长，对种粮的依赖性更强，积累的种粮经验也更

[6]

关关系； 朱红根以江西619个种粮大户为例，运用

足，因而种粮意愿越强。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研究

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稻作经

提出如下假说：

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户主文化程度越

假说 1：在农民的个人特征中，性别、身体健

高、稻作经营年数越长、农业劳动人数越多及双季

康水平和种粮年限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正向影响，文

稻比重越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小，而

化程度有负向影响，而年龄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具

种稻收益、家庭人口数、居地为山区、粮食补贴政

体而言，农民身体健康水平越高、种粮年限越长、

策评价及订单销售方式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

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种粮意愿越强；另外，男性

意愿有积极影响。

[7]

农户种粮意愿较强。

已有文献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种粮机制

农户家庭特征与农户种粮意愿存在密切联系。

和农民种粮意愿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较少

近年来，农村务工人员呈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
“黑

针对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尤其是单独针对粮食主

头发打工、白头发打粮”是目前农村分工的生动写

产区农户种粮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基于

照。外出打工的大多是文化程度较高、市场意识较

此，笔者拟缩小研究区域，增加研究变量，以湖南

强且年青力壮的男劳动力，留守的大多是年龄偏

省粮食主产区为例，主要从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

大、体质偏差、文化偏低老弱妇孺，无论是体力还

庭特征、粮食及生产资料价格等角度对农民种粮意

是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都较低，严重影响了粮

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提高农民

食生产。绝大多数农民由于“小农意识”的影响，

种粮积极性的政策提供参考。

都不愿意用手中有限的资金去购买价格较贵、质量

二、研究假说

更高的种苗，当然，这也是和当下良种补贴方式不
合理、补贴金额不到位的现实情况息息相关的。本

虽然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经济基础和

文选取“劳动力短缺程度”、“资金不足程度”、

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农民种粮积极

“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粮食补贴占种粮

性有所下滑，但大部分农村常驻居民仍然选择种粮

投入比重”作为农户家庭特征方面的变化量，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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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假说：
假说 2：劳动力越充裕、资金越不足、种粮收
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高、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
重越大，农民种粮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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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点的粮食主产区的状况，有利于全面研究农民
种粮意愿的情况。
调查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人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水平、种

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是农民无法控制的

粮年限；二是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劳动力短缺程

重要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种粮的收益

度、资金不足程度、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和成本。近年来虽然国家每年都在提高粮食最低收

和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三是粮食及生产资

购价，但与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相比却明显给力太

料价格，包括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四是其

小。农资上涨已经成为周期性的规律，这不仅蚕食

他情况，包括卖粮情况、种粮目的、农业技术支

了种粮微薄的收益，还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持和水利设施完善程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研究将粮食及生产资料价格化

调查采取发放农户问卷、实地走访座谈和查询

为“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两个变量，并

受调查地区的统计年鉴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

提出以下假说：

每个县随机选取 4 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随机选

假说 3：粮食价格越高，农民种粮意愿越强；
生产资料价格越高，农民种粮意愿越弱。
笔者另外选取了“卖粮情况”、“种粮目的”、

择 2 个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抽取 20 户农户进行
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 4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7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8.96%。对于调查数据，课

“农业技术支持”和“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四个变

题组使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运用频次分析法和

量来完善农民种粮意愿影响情况。卖粮情况越好，

回归统计模型进行分析。

说明生产的粮食可以顺利出售，农民的种粮意愿则

(二)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越强。种粮的主要目的若为出售，则反映出农民的

样本农户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在年龄构成方

口粮问题已经解决，种粮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来提

面，受访农民的年龄平均为 54 岁，绝大多数样本

高生活水平，种粮意愿较强。农业技术支持力度越

的年龄在 40 岁以上(占 91.6%)，40 岁以下的青年人

大、幅度越广，农民能够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仅占 8.4%；在性别构成方面，男女比例分别占到

缩短劳动时间，因而种粮意愿越强。农田水利状况

76.8%和 23.2%；在种粮年限、文化程度和身体健康

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水利设施完善程度越好，对

水平方面，67.4%的人约有 20 年以上的种粮经验，

粮食生产的帮助也就越大，农民自然越愿意种粮。

其文化程度以小学(36.8%)和初中水平(37.9%)为

假说 4：卖粮情况越好、种粮的主要目的若为

主，90%农民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处于一般水平及以

出售、农业技术支持力度越大、水利设施状况越好,

上；在劳动力和资金状况方面，户均成年劳动力人

农民种粮意愿越强。

数为 2.54 人，户均家庭人口数为 6.45 人，分别有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32.6%和 41.1%的农民认为在家庭农业生产中存在
着劳动力短缺和资金不足问题；在种粮收益占总收

(一) 数据来源

入的比重方面，多数农民认为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1 年 6 月至 8 月在

入比重不足 50%；在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方

湖南省长沙县、岳阳县、邵阳县三个粮食主产区对

面，尽管粮食直补能提高种粮收益，但 93.6%的受

当地农民开展的问卷调查。选择这三个县进行调查

访 农 民 认 为粮 食 补 贴 额占 种 粮 投 入的 比 重 不 足

主要是基于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位置

20%。调查样本来自湖南省的三个粮食主产县，表

差异的综合考虑：长沙县和岳阳县地处环洞庭湖平

现出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短缺、人均种

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邵阳县地处丘陵山

粮面积小、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特征，具有一定

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样就兼顾了具有不

的代表性。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2
表1

选项

性别

文化程度

种粮年限

76.8

“是否有种粮意愿”)设置为因变量 Y，取值 1 表示

女性

110

23.2

农民有种粮意愿，取值 0 表示农民没有种粮意愿；

25

5.3

小学

175

36.8

初中

180

37.9

为解释变量 x1，x2，……,xn，其中，n 为解释变量

初中以上

95

20.0

的个数,n=15。设农民 i 有种粮意愿的概率为 pi,1-pi

差

50

10.6

则表示农民 i 没有种粮意愿的概率,它们均是由解释

一般

165

34.7

健康

变量向量(x1,x2,……,xn)构成的非线性函数。本文根

260

54.7

5 年以下

20

4.2

5 年~10 年

50

11.6

10 年~20 年

80

16.8

20 年~30 年

95

20.0

225

47.4

经常存在

资金不足程度

种粮收益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

粮食补贴占种粮投
入比重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农民种粮意愿(即

百分比/%

365

30 年以上
劳动力短缺程度

频数/人、户

男性

没有上学

身体健康水平

(三) 计量模型、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指标

2012 年 10 月

155

将可能影响其种粮意愿的 4 类因素 15 个变量设置

据变量的选取以及数据的统计，建立的函数形式
为：Y=F(Xi)+u，
p i = F (α +

n

∑β
j =1

ji

xj)

⎧
= 1 / ⎨1 + exp [ − (α +
⎩

32.6

n

∑β
j =1

j

⎫
x j )] ⎬
⎭

(1)

较少存在

210

44.2

不存在

110

23.2

经常存在

195

41.1

较少存在

200

42.1

不存在

80

16.8

10%以下

55

11.6

10%～30%

165

34.7

30%～50%

130

27.4

50%以上

125

26.3

(1)式和(2)式中，β0 为常数项；βj (j=1,2,…,n)是

10%以下

298

62.7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影响农民种粮

10%～20%

147

30.9

20%～30%

26

5.6

4

0.8

30%以上

表2

对(1)式取对数，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
表达式为：
p
Logit( pi ) = ln( i )
1 − pi

= β 0 + β1 x1 + β 2 x2 + " + β j x j + " + β n xn

意愿的方向和程度。各变量的具体含义、描述性统
计分析及预期方向见表 2。

模型解释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农民个人特征
性别(x1)
年龄(x2)
文化程度(x3)
身体健康水平(x4)
种粮年限(x5)
农户家庭特征
劳动力短缺程度(x6)
资金不足程度(x7)
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x8)
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x9)
粮食市场价格
粮食价格(x10)
生产资料价格(x11)
其他变量
卖粮情况(x12)
种粮目的(x13)
农业技术支持(x14)
水利设施完善程度(x15)

(2)

含义及赋值

平均值

预期方向

女=0；男=1
按户主的实际年龄计算(岁)
没有上学=1；小学=2；初中=3；初中以上=4
差=1； 一般=2；健康=3
5 年以下=1；5 年~10 年=2；10 年~20 年=3；20 年~30 年=4；30 年以上=5

0.768
54.000
2.726
2.442
3.947

+
+/+
+

不存在=1；较少存在=2；经常存在=3
不存在=1；较少存在=2；经常存在=3
10%以下=1；10%～30%=2；30%～50%=3；50%以上 =4
10%以下=1；10%～20%=2；20%～30%=3；30%以上 =4

2.074
2.242
2.684
1.419

+
+

粮价太低=0；粮价基本合理=1
价格基本合理=0；价格过高=1

0.274
0.874

+
-

很难出售=1；一般=2；很好出售=3
自己吃=0；出售=1
从无=1；偶尔有=2；经常有=3
很差=1；一般=2；较好=3；很好=4

1.547
0.147
1.211
1.17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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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劳动力，承担着家庭的重担，而在农村，种粮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统计结果也证明了这一

(一)模型回归结果

点，性别为“男性”的农民样本中，有种粮意愿的

利用调查数据，本文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

人占到了81.8%，而在性别为“女性”的农民样本

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

中，这一比例仅为59.1%，比前者少了22.7个百分点。

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模型拟合度方面，模型卡方

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负

检验统计上显著，- 2 Log likelihood值为355.333，

向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

因此可以认为方程总体显著。Cox & Snell R2 和

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2

Nagelkerke R 分别为0.186和0.289，对于截面数据

况下，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种粮意愿越弱，与预

来说是正常合理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

期一致。因为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行和城镇化

分析所得结果可以作为分析和判断各影响因素作

水平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更倾向于进城务工或

用方向和大小的依据。

其他非纯体力劳动来提高生活质量。统计结果表

表3

明，在文化程度为“没有上学”的农民样本中，有

农户种粮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性别(x1)

系数
0.527*

标准差 发生比例

种粮意愿的人占100%；而在文化程度为“小学”、

0.373

1.693

“初中”“初中以上”的农民样本中，这一比例分

年龄(x2)

-0.031

0.021

0.969

别为79.4%、77.8%和75.0%，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文化程度(x3)

-0.748***

0.226

0.473

农民身体健康水平和种粮年限对农民种粮意

身体健康水平(x4)

0.697*** 0.212

2.008

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两个变量在模型中都通

种粮年限(x5)

1.269*** 0.200

3.557

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身体健康水平越

劳动力短缺程度(x6)

-0.282*

0.203

0.754

资金不足程度(x7)

-0.089

0.167

0.915

好、种粮年限越长，种粮意愿越强。农民种粮年限

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x8)

0.085*

0.118

1.089

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x9)

0.056

0.131

1.058

粮食价格(x10)

0.184*

0.356

1.201

生产资料价格(x11)

-1.887***

0.560

0.152

卖粮情况(x12)

-0.101

0.260

0.904

农民的年龄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越长，经验也越足，同时可能缺乏从事其它工作的
技能，自然种粮意愿越强；身体越健康，对种粮的
积极性越高。

种粮目的(x13)

0.319**

0.478

1.375

不是影响农民种粮意愿的显著因素。原因可能是

农业技术支持(x14)

0.271*

0.242

1.311

课题组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没有对年龄进行分段；

水利设施完善程度(x15)

0.108**

0.215

1.114

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

常数项

2.411**

1.412

11.148

- 2 Log likelihood
模型卡方检验显著性

355.333
0.000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不同年龄段农民的劳动强度差别不大。
2．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
劳动力短缺程度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1．农民的个人特征对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

况下，劳动力越短缺，农民的种粮意愿越弱。因为

农民的性别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这

现在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不高，粮食生产需要一

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定的劳力资本。统计结果也显示，在不愿意种粮的

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

农民样本中，认为劳动力短缺程度“经常存在”、
“较

性农民的种粮意愿更强。结果显示，其种粮意愿的

少存在”和“不存在”的农民所占比例分别为49.5%、

发生比是女性农民的1.693倍。男性农民作为家庭的

35.6%和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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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变量对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

种粮目的和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对农民种粮意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

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都通过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

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

大，农民种粮意愿越强。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粮目的若为出售，水

重高，说明种粮收益是家庭的重要生活来源，农民

利设施完善程度越好，农民种粮意愿越强。良好的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种粮的意愿就越强。统计结果

水利设施基础有利于改善农民“靠天吃饭”的现象，

也显示，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为50%以上的

提高农民抵御种粮自然风险能力，同时能极大提高

样本中，有84.8%的农民有种粮意愿；而这一比重

粮食生产水平。

为30%~50%、10%~30%和10%以下的样本中，有种
粮意愿的农民依次只占76.2%、72.7%和61.5%。
资金不足程度和粮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在

农业技术支持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模型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农民种粮

况下，农业技术支持力度越大，农民种粮意愿越强。

意愿影响的显著因素。资金不足程度没有通过显著

有了农业技术的支持，粮食生产率随之提高，农民

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农民由于小农意识的局限

种粮更加得心应手。统计结果也表明，认为“经常

性，即使手头资金充足，也不会拿来购买粮食，基

有农业技术支持”、
“偶尔有农业技术支持”和“从

本的口粮需求使其具有种粮意愿。后者不显著的原

来没有农业技术支持”的农户愿意种粮的比例分别

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补贴力度过小，无法弥补生产

为84.6%、82.9%和73.5%。

资料上涨带来的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二是补贴方式
不当，农村的补贴政策出现了效率损失。

卖粮情况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
影响农民种粮意愿的显著因素。可能的解释是，在

3．粮食及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

当今农村，由于土地流转的时滞性，粮食规模化生

粮食价格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不理想，农民种粮大多是为了获得基本生存需要

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

的口粮，而非出售。

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粮食价格越高越合理，农民种粮意愿越强。统计结

五、结论的政策含义

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75家农户当中，有72.1%的农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性别、文化程

民认为粮价太低，只有27.9%的农民认为粮价基本

度、种粮年限、种粮收益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粮食

合理；而在愿意种粮的农民样本中，认为“粮价太

价格、种粮目的、农业技术支持、水利设施完善程

低”和“粮价基本合理”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

度与农民种粮意愿正向显著相关；农民身体健康水

78.0%和80.5%。

平、劳动力短缺程度、生产资料价格与农民种粮意

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种粮意愿有显著的负向

愿负向显著相关；农民的年龄、资金不足程度、粮

影响。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

食补贴占种粮投入比重、卖粮情况对农民种粮意愿

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没有显著影响。

下，生产资料价格越高，农民种粮意愿越弱。在被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政府在提升农

调查的475家农户当中，只有12.6%的农民认为生产

民种粮意愿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资料价格基本合理，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的农民

应合理调控粮食价格，充分发挥和运用好粮食最

比例占到了87.4%；同时，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基

低收购价格的稳定器作用，保障农民种粮收入；

本合理”和“生产资料价格太高”的农户愿意种粮

第二，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储备制度，健全农业生

的比例分别为83.3%和78.1%。

产成本核算机制，控制粮食生产资料成本，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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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及技术措施和保障机制[J]．农业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平稳波动；第三，加强基础设

代化研究，2010(5)：513-518．

施建设，尤其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提升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第四，加大
农业技术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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