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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农业信息需求及支付意愿分析
盛智颖，王冰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 6 个县(市)的 108 份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需求，并从农场主

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农场生产经营和所处环境特征等方面选取 9 个变量，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家庭农场农业信
息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以及政策信息是家庭农场信息需求中最重要的
三类信息，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需求存在差别；55.56%的家庭农场具有农业信息支付意愿，高于普
通农户，但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存在明显差别；农场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农场经营规模、务农劳动
力占比、信息服务设施建设状况等因素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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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demand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amily farms
SHENG Zhiying, WANG Bing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We analyzed family farms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demands using survey data of 108 family farms from 6
counties of Hunan province,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9 variables from the aspect of farmers personal and
familial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farms and farm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market information and policy inform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needed by family farms, and
the need for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busines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farmers, the family
farm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willing to pay for information, and 55.56% of them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inform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family farms; the willing to pay for inform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ffect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education, family income per capita, farm land area, farm labor ratio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facilities condition.
Keywords: family farm;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demand; willingness to pay; influencing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初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
指导意见》，强烈的政策信号助推了实践中家庭农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保

场的快速发展[2]。

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具有重

与此同时，学术界针对家庭农场的研究也大量

要的作用，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组织形

涌现，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内涵[3-4]、发展现状及困

[1]

式 。2008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提出应将

境[5-6]、国际经验借鉴[7-8]、规模测度与绩效评价[9-11]、

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十八大报告以及

典型案例分析[12-13]等方面，也有关于影响家庭农场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强调要大

发展的土地[14]、资金[15]、技术[16]等生产要素因素的

力推进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

探讨，但缺乏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农业信息问题的探
讨。相比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农业信息在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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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作用更为重要[17]，它关系到农业生产活动方
方面面，是农户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1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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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4 个镇(乡)，每个镇(乡)随机选择 6 个家庭农场。

、农

这样，一共抽得 144 个家庭农场。调研的内容主要

[24-25]

涉及农场主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等几个方面，鲜有探讨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等)、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家庭务农劳动

体的信息需求问题。

力数、家庭年总收入等)、农场生产经营特征(农场类

农户信息需求

、农村信息供给与需求

村信息服务影响因素

[23]

、农村信息服务模式

家庭农场作为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型、农场经营规模等)、农场信息需求及支付意愿情

[26]

况等四个主面。调查主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完

力量

，它以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
[27]

约生产为基本经营特征

，相较于传统农户，经营

规模大、市场参与程度高，面临更高的自然和市场

成，共发放问卷 144 份，回收 136 份，有效问卷 10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5%。

风险，需要依靠全面、专业、准确的农业信息才能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表 1)，从家庭农场主的个体

及时做出更准确好的生产经营决策，才能更好地确

特征来看，男性占比高达 93.52%，远高于女性；年

保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生产有利可图。然而，现阶段

龄在 36~45 岁和 46~55 岁者占多数，以初中、中专

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需求状况如何？具有哪些特

及高中学历为主。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规模以 3~4

征？相比于普通农户是否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支

人和 5~6 人为主，占比为 93.52% 。从农场经营特

付意愿又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为家庭农场

征来看，农场以种养结合为主，占比为 40.74%；农

提供更优质的农业信息服务？ 基于此，笔者拟以湖

场经营规模主要集中在 15~30 hm2。

南的家庭农场为调研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其农

表 1 样本统计特征

业信息需求和支付意愿，以期为信息服务主体针对

特征

性地改善信息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农场主性别

也为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的发展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农场主年龄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数据来自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26 日笔者

农场主文化程度

对湖南省常德、益阳、岳阳、宁乡、永州、郴州六 6
①

个县(市)开展的家庭农场 调研。选择湖南省作为研

家庭规模

究区域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湖南是中国的农业
大省，也是粮食作物主产省[28]，近年来该省家庭农
场发展迅猛，虽不及长三角地区成熟，但能较好反

农场经营类型

映国内家庭农场起步晚、发展快的整体特征。其次，
湖南省作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科技示范试点省，近年
来在农业信息网站、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信息网络
服务体系等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
效[29]，这为研究农业信息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现实依

农场经营规模

分类

频数

占比/%

男
女
35 岁及以下
36~45 岁
46~55 岁
56~60 岁
60 岁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2 人及以下
3~4 人
5~6 人
7 人及以上
养殖类
种养结合类
种植类
15 hm2 及以下

101
7
4
39
44
15
6
16
48
40
4
3
53
48
4
30
44
34
16
60
18
10
4

93.52
6.48
3.70
36.11
40.74
3.89
5.56
14.82
44.44
37.04
3.70
2.78
49.07
44.45
3.70
27.78
40.74
31.48
14.81
55.56
16.67
9.26
3.70

16~30 hm2
31~45 hm2
46~60 hm2
60 hm2 以上

据。笔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择调研样本，在湖

2．家庭农场农业信息需求分析

南省工商局提供的全省已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基本

参照已有文献对农户信息需求的研究[30,19-20]以

信息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各调查县(市)家庭农场注册

及依据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现实情况，笔者将农业

与实际运营时间，选择在 2013 年注册且实际运营时

信息主要划分为农业管理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农

间三年以上的家庭农场，这样就能较好地反映在稳

业市场信息、农业服务信息、农业政策信息五大类，

定经营状况下家庭农场对农业信息的真实需求。为

设置问题选项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需求、获取情

此，笔者从所选择的 6 个县(市)中，每个县(市)随机

况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2－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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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农场农业信息需求总体情况。从信息的

息和农业技术信息。这说明，农业政策信息是家庭

重要程度来看，56.48%的农场认为农业技术信息最

农场普遍最难获取的信息，其次是农业市场信息。

重要；而认为市场信息最重要和政策信息最重要的

从 农 场 最 急 需 的 信 息 来 看 ， 27.78% 、 22.22% 和

农场比例相当，分别为 13.89%和 15.74%；仅有

37.96%的农场分别认为是农业技术信息、农业市场

4.63%和 9.26%的农场认为农业服务信息和农业管

信息与农业政策信息，这说明现阶段多数家庭农场

理信息最重要。这说明大多数农场认同农业技术信

对此三类信息的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综上，农

息在农场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从获取最多的信息

业技术、农业市场以及农业政策既是家庭农场信息

来看，大多数农场（占比为 67.59%）选择农业技术

需求中重要的三类信息，也是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所

信息，而仅有 9.26%、8.33%、7.41%和 7.41%的农

急需的信息。其中，农业技术信息是多数农场认为

场选择农业管理、农业市场、农业服务以及农业政

最重要的信息和获取最多的信息，这可能是因为随

策四类信息。从最难获取的信息来看，43.52%的农

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农场对农业技术一直

场认为是农业政策信息，23.15%的农场认为是农业

保持旺盛的需求。农业政策信息是多数农场认为最

市场信息，分别有 9.26%的农场认为是农业技术信

急需的和最难获取的信息。

表 2 样本家庭农场农业信息需求整体情况统计
农业信息类型(频数和占比/%)

题项(单选)

管理信息

技术信息

市场信息

服务信息

政策信息

10(9.26)

61(56.48)

15(13.89)

5(4.63)

17(15.74)

获取最多的信息

10(9.26)

73(67.59)

9(8.33)

8(7.41)

8(7.41)

最难获取的信息

16(14.81)

10(9.26)

25(23.15)

10(9.26)

47(43.52)

7(6.48)

30(27.78)

24(22.22)

6(5.56)

41(37.96)

最重要的信息

急需的信息

注：表格中括号内数字为该频数所占百分比。

(2)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需求。

22.72%、22.72%和 31.82%的种养结合类农场则分

从信息重要程度来看，三类农场中均有占比超过

别认为农业管理、农业市场和农业政策三类信息最

50%的农场认为农业技术信息是农场生产经营中最

难获取，而多数种植类农场认为农业市场和农业政

重要的信息，25%的种养结合类农场认为政策信息

策两类信息最难获取。从农场急需的农业信息来

最重要，23.33%的养殖类农场认为市场信息最重

看 ， 41.18% 的 种 植 类 农 场 急 需 农 业 政 策 信 息 ；

要。从农场获取最多的信息来看，64.7%、81.81%

41.91%、31.82%和 27.27%的种养结合类农场分别

和 50%的农场认为农业技术信息是他们获取最多

急需农业技术信息、农业市场信息和农业政策信

的信息。从最难获取的信息来看，多数种植类农场

息；50%的养殖类农场急需农业政策信息。

（占比为 64.7%）认为农业政策信息最难获取，
表 3 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农业信息需求对比
题项(单选)

农场类型

最重要的信息

种植类
种养结合类
养殖类
种植类
种养结合类
养殖类
种植类
种养结合类
养殖类
种植类
种养结合类
养殖类

获取最多的信息

最难获取的信息

急需的信息

农业信息类型(频数和占比/%)
农业管理信息
2(5.88)
1(2.27)
2(6.67)
6(17.65)
0(0.00)
4(13.33)
4(11.76)
10(22.72)
2(6.66)
6(17.65)
0(0.00)
1(3.33)

农业技术信息
20(58.82)
24(54.55)
17(56.67)
22(64.7)
36(81.81)
15(50.00)
2(5.88)
6(13.64)
2(6.66)
6(17.65)
18(40.91)
6(20.00)

农业市场信息
2(5.88)
6(13.64)
7(23.33)
2(5.88)
2(4.55)
5(16.67)
2(5.88)
12(27.27)
11(36.67)
4(11.76)
14(31.82)
6(20.00)

农业服务信息
3(8.82)
2(4.55)
0(0.00)
2(5.88)
4(9.09)
2(6.77)
4(11.76)
2(4.55)
4(13.33)
4(11.76)
0(0.00)
2(6.67)

农业政策信息
2(5.88)
11(25.00)
4(13.33)
2(5.88)
2(4.55)
4(13.33)
22(64.7)
14(31.82)
11(36.67)
14(41.18)
12(27.27)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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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农场农业信息获取情况。从统计结果可

还实现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4]，以追求利润最大化

以看出，家庭农场信息获取渠道主要是传统的政府

为目标[35]，积极参与市场竞争[36]，需要更多、更全

机构培训(68.52%)、群众交流(65.745%)、电视广播

面、更精确及时的信息为农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

(54.63%)，仅有 19.44%和 31.48%的农场通过互联网

据，对农业信息依赖程度高。此外，农场主作为新

和书籍报刊获取信息。这说明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

型职业农民[37]，相比于普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

获取渠道较为单一。原因可能是掌握互联网信息的

善管理、会经营[38]，具有更强的市场洞察力和资源

使用技能存在较大的难度，且互联网信息量大而缺

整合能力[39]，为了将农场经营好，对农业信息具有

乏可靠性，通过书籍报刊获取信息又存在滞后和难

更大的需求。

以理解的问题。对于获取信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多数农场认为主要是信息针对性不强、信息难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以获得、信息真假难辨等，占比依次是 51.85%、

1．研究假设

43.52%和 41.67%。此外，对于“最愿意获得哪种形

虽然有关农业信息支付意愿的研究鲜有探讨

式的信息”，58.34%的样本选择农业实验信息(现场

家庭农场的支付意愿问题，但诸多学者对普通农户

指导、视频资料等)，26.85%的样本选择语言信息(培

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有学者研究表

训与口头交流等)，仅有 16%的样本选择书面信息

明，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对农户农业信息支付意愿

(书籍、互联网等)。这说明，大多数农场更青睐农

均存在显著影响，户主文化水平越高支付意愿越强

业试验信息，其次是语音信息，最后才是书面信息。

[40]

原因可能在于农业试验信息比其他两类信息更能

农户家庭总收入、人均收入等对农户支付意愿存在

生动形象地让农民掌握和习得，语音信息又较书面

显著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总收入、人均收入

信息更方便传达和理解。

越高的农户进行信息投资的相对成本越小，其支付

表 4 样本家庭农场农业信息获取基本情况
题项

频数
(占比/%)

选项

，户主越年轻支付意愿越高[32]。也有学者提出，

意愿会相应增强[31,40]。在农业生产经营特征方面，
有学者研究表明，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越大，农户
的支付意愿往往越强[31][31]；生产规模越大，对农业

信息的获取

电视、广播

59(54.63)

渠道(多选)

政府机构培训

74(68.52)

信息的需求强烈，农户的支付意愿越强[32,40]。在农

书籍报刊

34(31.48)

户所处环境特征方面，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户所在

互联网

21(19.44)

地区的电视、网络等信息服务设施建设越完善，农

群众交流

71(65.74)

户信息意识越强，也越容易发现信息的价值，支付

信息获取时遇到

难以获得

47(43.52)

的问题(多选)

难以理解

24(22.22)

意愿越强[31]；所在地区离城镇越远，信息相对闭塞

已经过时

16(14.81)

和滞后，农户的交易成本高，农户获取信息的意愿

真假难辨

45(41.67)

越强烈，信息支付意愿越强[32]。

针对性不强

56(51.85)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普通

书面信息(书籍、互联网等)

16(14.81)

农户、专业大户的升级版[41]。因此，借鉴和参考已

29(26.85)

有文献关于普通农户农业信息支付意愿的研究来探

最愿意获得哪种
形式的信息(单选) 语言信息(培训与口头交流等)

农业实验信息(现场指、视频资料等) 63(58.34)

讨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付意愿问题大有裨益。笔者

3．家庭农场支付意愿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家庭农场的

从统计结果来看，55.56%的家庭农场表示愿意

认知以及实地调查情况，将影响家庭农场农业信息

为农业信息服务支付费用，高于普通农户的信息支

支付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农场主个人特征、家庭基本

付意愿。例如，湖北省普通农户的信息支付意愿比

特征、农场生产经营特征以及农场所处环境特征等

例为 47.49%

[31][31]

，而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种粮

农户信息支付意愿比例仅为 14.5%

[32]

。原因可能是，

家庭农场不仅具备了普通农户经营的所有优势[33]，

四大类 9 个方面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说：
农场主个人特征对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付意愿
存在影响，且农场主年龄对支付意愿存在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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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家庭基本特征对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付意愿存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以“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

在影响，且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对支付意愿存在

支付意愿” 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愿意支付”定

正向影响。

义为“1”，“不愿意支付”定义为“0”；以家庭农

农场生产经营特征对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付意

场农业信息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根

愿存在影响，且农业劳动力占比、农场经营规模、

据前面的研究假设，解释变量分为四类共 9 个。有

农场经营类型对支付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关变量设置与解释见表 5。由于不同经营类型农场

农场所处环境特征对家庭农场信息支付意愿存

在支付意愿上存在很大差别，故将“家庭农场经营

在影响，且农场所处地区电视、网络等基层信息服

类型”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但是，

务设施建设完善程度、农场离城镇距离对支付意愿

由于该变量为无序多分类变量，故在模型中将其作

存在正向影响。

为哑变量进行处理。
表 5 变量的解释与统计描述

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家庭农场对农业信息的支付意愿

不愿意=0，愿意=1

0.556

0.499

农场主基本特征

年龄

农场主的实际年龄

48.380

7.74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农户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2014 年家庭总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万元

2014 年家庭成员人均收入
农场经营土地的总面积(hm2)

农场生产经营特征 农场经营规模

2.296

0.764

10.028

2.864

2.280

0.799

0.2723

0.1413

务农劳动力占比

务农劳动力数目/总劳动力数目

0.834

0.196

农场经营类型

养殖类=1，种养结合类=2，种植类=3

2.037

0.772

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完善=4，非常完善=5

3.481

1.054

家庭农场离最近城镇的实际距离(km)

8.213

8.613

信息服务设施(电视、网络等)
农场所处环境特征
建设状况
农场离最近城镇的距离/

由于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是二分类

(2)式和(3)式中，pi 为第 i 个样本愿意支付的概

变量，故笔者应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该

率；α 为常数项；Xij 为第 i 个受访农场的第 j 项影

模型对自变量为定性变量、定量变量或定性定量相

响因素，n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Βj (j=1,2,3,…,n)表示

结合的情况均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42]

。Logistic 模型

的具体形式如下：

Y = f ( X ) + u = f ( x1 , x2 , x3 ," , xn ) + u (1)

(1)式中，Y 为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

第 j 项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可以通过最大似然估
计法求得。

3．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运用 SPSS21.0 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X = ( x1 , x2 , x3 ," , xn ) 为影响因素，u 为随机误差

(MLE)对该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其运行结果见

项。设 y=1 的概率为 p，则 y 的分布函数为：

表 6。从估计结果来看，似然比卡方值为 104.151，

f ( y ) = p (1 − p )

1− y

y

显 著 性 概 率 为 0.000 ； -2ln(L) 值 仅 为 44.233 ，

；y=0,1。其表达形式为：
⎛
⎞
Pi = F ⎜α + ∑β j xij + u ⎟
j =1
⎝
⎠

Nagelkerke R2 分别为 0.828，该模型整体上拟合效

n

n
⎡ ⎛
⎞⎤⎪⎫
⎪⎧
= 1 ⎨1+ exp ⎢− ⎜α + ∑β j xij + u ⎟⎥⎬
j =1
⎠⎦⎥⎪⎭
⎪⎩
⎣⎢ ⎝

果较好；正确预测比率达 91.7%，模型判别精度高。
从单个解释变量来看，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

(2)

对(2)式取对数，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线性
表达式为：
n
p
logit( p ) = ln( i ) = α + ∑ β j xij + u
1 − pi
j =1

农场经营规模、务农劳动力占比、农场经营类型、
信息服务设施建设状况等 6 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其中农场生产经营特征对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
付意愿的影响较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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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家庭农场农业信息支付意愿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类型
农场主个人特征

家庭基本特征

模型变量
年龄

S.E.
0.052

0.747

0.387

2.658

0.941

7.975

0.005***

家庭年收入

0.225

0.202

1.233

0.267

农场经营规模

3.739
0.031
7.445

1.272
0.009
3.450

农场经营类型
农场经营类型Ⅰ
农场经营类型Ⅱ
信息服务设施(电视、网络等)建设状况
农场离最近城镇的距离
常量

6.059
3.347

1.954
1.393

42.045

0.000

***

1.032

0.031

**

9.614

0.008

***

9.614

0.002***

12.371
4.659

5.773

0.016

**
*

1 712.083

427.824
28.423
0.487

0.088

0.066

0.041

2.565

0.109

1.068

-26.999

9.445

8.171

0.004***

0.000

104.151(P=0.000)

正确预测比率

0.003

8.637

2.906

似然比卡方值

Nagelkerke R

1.252
***

0.422

108

2

0.956
14.268

-0.719

观测数

-2 对数似然值

OR 值

Sig.

-0.045

务农劳动力占比

所处环境特征

Wals

文化程度

家庭人均收入
生产经营特征

B

44.233
0.828
91.7%

注：哑变量“农场经营类型”中是以“种植类=3”为对照组进行回归；*、**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1)农场主个人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年龄变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营规模越大，家庭

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

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越强。原因在于，农场的

明，农场主年龄越大，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

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单位土地面积均摊的信息成本

愿越弱。可能的原因是农场主年龄大的农场主习惯

越低，且越大规模经营的农场经承担的自然风险与

于根据自身的经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但在市场经

市场风险越大，对信息的依赖和认可程度越高。家

济环境下，基于农场规模化经营的风险与盈利的压

庭务农劳动力占比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7.445，通过

力，农场主不愿付费获取信息的情况并不多见。文

了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家庭务农劳动力占比

化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2.658，且通过了 1%水平

越大，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越强。原因在

下的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这说明，

于，家庭务农劳动力占比反映了家庭农场劳动力的

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

配置状况，务农劳动力占比较大的农场支付农业信

意愿越强。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和吸收

息的机会成本较低。农场经营类型哑变量通过了显

能力的家庭农场，愿意付费以获取自己所需的农业

著性检验，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存在显

信息。

著影响。具体体现在：参照组种植类农场通过了 1%

(2)家庭基本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家庭农场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养殖类农场(即农场经营类型

年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225，未通过显著性检

Ⅰ)的回归系数是 6.059，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

验。这说明，年收入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

检验，说明养殖类农场的信息支付可能性是种植类

愿 影 响 有 限。 家 庭 人 均收 入 变 量 的回 归 系 数 为

农场的 427.824(见 OR 值)倍；种养结合类农场(即农

3.739，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场经营类型Ⅱ)的回归系数是 3.347，通过 5%水平下

人均收入越高，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越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种养结合类农场的信息支付可

强；人均收入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付意愿的影

能性是种植类农场的 28.423(见 OR 值)倍。三类农

响很大。

场在农业信息支付意愿上存在明显差别，种养结合

(3)农场生产经营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农场
经营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031，且通过了 1%水

类农场明显高于种植类农场，而养殖类农场又明显
高于种养结合类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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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场所处环境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当

强的农业信息服务，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满足农

地电视、网络等信息服务设施建设状况变量的回归

场的多样化信息需求。其次，对于家庭农场获取农

系数为-0.719，通过了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业信息渠道单一的问题，有必要对家庭农场进行农

这说明，信息服务设施建设状况越好，家庭农场的

业信息使用培训，提高农场通过多样化渠道获取信

农业信息支付意愿越弱。电视、网络等信息服务设

息的能力。再次，要针对农场在获取信息中遇到的

施是农村信息传播的重要基础，信息服务设施越完

问题改善信息服务质量，采用农场普遍青睐和容易

善，农场可以便捷地从农业电视频道、农业服务网

接受的方式提供信息服务。此外，可以针对不同经

站等获取免费的农业信息(包括农业技术信息、农业

营类型农场采取不同的信息服务模式，在以政府公

市场信息、农业政策信息等)，从而导致农场付费获

益性信息服务为主导的情况下，引入商业化信息服

取信息的意愿越低。农场离最近城镇的距离变量的

务。最后，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重点建设与完善

回归系数为 0.06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农业信息公共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多方吸引投资，

农场离最近城镇的距离对家庭农场的农业信息支

动员社会力量增加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供给，已解决

付意愿影响有限。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农场离城镇

农业信息进农村的“最后一公里路”问题。

越远的地方，信息相对闭塞和滞后，但是调查发现
家庭农场几乎都拥有摩托车、三轮车等交通运输工

注释：

具，来往城镇便利，方便从城镇获取信息，导致农

① 本文对家庭农场的界定，参照《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关于开展家庭农场登记

场离最近城镇的距离变量的影响不明显。

工作的意见》(湘工商个字〔2014〕2 号)文件中对湖南
省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研究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技术
信息、市场信息以及政策信息是家庭农场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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