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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湖南省的 187 份调研数据
莫华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187 份调查数据，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从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

组织资本资源三个方面选取了 16 个变量，运用多元有序 Logit 模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注册资金数额、专门网站、机构运行完整程度、自身品牌、与其他组织联合紧密度、政府扶持
资金和优惠贷款等 7 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长为专业大户和金融合作平台 2 个因
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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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layering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Based on the RBV and 187 survey data in Hunan province
MO Hua
(Busines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Hun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187 survey data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Hu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chose 16
variabl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 human capital resource and organization capital resource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based view, using the multivariate ordered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development and gradu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seven main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ing the scale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the presence of dedicated web site, integrity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peration,
the brand operat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jointly tightness, government support fund and presence of preferential loan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twp factors including
director of the cooperatives belong to large-scale specialized household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platform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Keywords: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ayering; development level; resource base; influencing factors; Hunan
province

一、问题的提出

而生，并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作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发展农村集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解决了中国农民的温饱问

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题，但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户生产规模

一直被政学两界寄予厚望。2014 年 12 月底，全国

效益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运

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 128.8 万个，
入社农户接近全国农户总数的 40%，出资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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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万亿元[1]。实践表明，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农业
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节约农户生产和交易成本，是
一种有效的农业组织制度安排。然而，不少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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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只是数量上激

源禀赋视角，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影

增，其社会、经济效应远没有达到政府和社会的预

响因素，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快速发展提供

期，本质上中国的农业生产活动仍然是小农生产与

参考。

[2]

经营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的激增得益于中

二、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特殊关爱”，并非源于农业
生产的真实需要[3]；大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不符实，

资源基础理论系 Penrose 于 1959 年首次提出[13]，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难寻[4-5]；不少农民专

1984 年 Wernerfelt 发表《企业的资源基础论》[14]，

业合作社都是出于获取“政策性收益”的目的而成

标志该理论正式诞生，并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

[6]

立的 ，并且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普

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

c

遍性“精英俘获” 现象，领办人控制严重，股权

自 组 织 内 部拥 有 的 资 源和 对 资 源 的控 制 能 力 。

高度集中，“大农吃小农”，严重偏离了合作社“民

Barney[15]将企业的资源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

有、民管、民受益”的原则[7]。

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三个类别。物质资本资源主

为了有效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各级政

要包括厂房、设备、技术和地理位置；人力资本资

府基于合作社发展水平和绩效纷纷开展合作社评

源包括管理者和员工的经验、知识水平、判断力、

估，由此遴选出运作规范、绩效良好的示范性合作

人际关系以及思想观念；组织资本资源包括制度资

社。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近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呈

源（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市场资源（品牌、销

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全省农

售网络）和社会资源（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利益

民合作社总数达到 42 761 个，是 2008 年的 13.3 倍；

相关组织的关系）等[16]。物质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本

全省累计有合作社成员 238.3 万户，占全省农户总

资源比较容易识别，但是组织资本资源的识别难度

数的 17.2%。但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仍相

较大[17]。组织资本资源不依附于某个个体，并且难

对滞后，数量尚未达到全国省（区）平均水平，发

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具有制度嵌入的特征[18]。组

展质量特别是各级示范性合作社也远未达到预期

织资本资源存在某种隐秘性，难以形式化[19]。农民

水平，与发达的省（区）相比差距更大。

专业合作社兼具社会属性（公益性）和经济属性（营

目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的研
究成果不少，但多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

[8-10]

利性），因此和企业组织有许多共性，使得资源基

，仅

础理论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分层问题提

有少部分学者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

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借鉴资源基础理论的已有研

[11-12]

发展的影响因素

，而基于中西部区域探讨农民

究成果，笔者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

专业示范合作社绩效、示范合作社分层及其影响因

资源基础理论分析框架（图 1）。

素的研究还不多见。鉴此，笔者拟借鉴资源基础理
论，基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从资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影响因素

物质资本资源

组织资本资源

人力资本资源

注册资金数量

社长年龄

服务设施

社长文化程度

办公场所

社长任职经验

专门网站

社长为专业大户

机构运行完整程度
会议记录
自身品牌
金融合作平台

专职工作人员

与其他组织联合紧密程度
政府扶持资金
优惠贷款

图 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资源基础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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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资源一般包括有形资产和财务资产，
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条件，物质资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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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往往有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笔者将专职工作人员纳入考量指标。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充足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资本资源是其规范发

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是经济实力强的农民专业合

展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

作社的共同特征。笔者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

水平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因而对其当前的发展

性，选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数量、办公场所、

和可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笔者选取农民专业

服务设施（如冷库）、专门网站等指标来反映物质

合作社的机构运行完整程度（理事会、监事会和社

资本资源的情况。

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自身品牌、金融合作平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人力资本资源主要包括社长

台、与其他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其他农民专业合

和社员。社长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人物，在合作

作社）联合紧密程度、政府扶持资金以及优惠贷款

社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笔者选取社长的年龄、文

等指标反应组织资本资源情况。

化程度、任职经验和是否为专业大户等指标反映社长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设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的人力资本资源情况。目前国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及分层影响因素的三类16个变量，具体变量的解释

展规模普遍偏小，有专职工作人员的不多，但专职工

详见表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分类
物质
资本
资源
人力
资本
资源

组织
资本
资源

变量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X1

注册资金数额/万元

实际资金额

141.850

133.144

X2

服务设施

1=有；0=无

0.588

0.493

X3

办公场所

1=有；0=无

0.503

0.501

X4

专门网站

1=有；0=无

0.449

0.499

X5

社长年龄/岁

实际年龄

X6

社长文化程度

X7

42.481

6.712

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本科（大专）及以上

2.989

0.748

社长任职年数

实际年数

5.738

3.941

X8

社长为专业大户

1=是；0=否

0.508

0.501

X9

专职工作人员

1=有；0=无

0.690

0.464

X10

机构运行完整程度

1=无；2=有 1 会；3=有 2 会；4=3 会齐全

2.166

0.983

X11

会议记录

1=有；0=无

0.524

0.501

X12

自身品牌

1=有；0=无

1.241

0.605

X13

金融合作平台

1=有；0=无

0.486

0.501

X14

与其他组织联合紧密程度

1=无；2=有一些联合；3=联合紧密

1.241

0.587

X15

政府扶持资金

1=有；0=无

0.775

0.418

X16

优惠贷款

1=有；0=无

0.3476

0.477

注：社长任职经验是指社长在村镇干部和企业主管等其他社会岗位的任职年数；机构设置完整程度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和
社员代表大会”的实际运行情况，三个会中有 1 个会在实际运行则赋值为“1”，依此类推。

设 Y 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等级，j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的取值为“1，2，…，n”，n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1．模型构建

示范等级数。Xi 表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第 i 个
[20]

笔者借鉴林迪的研究方法

，将因变量“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及分层”划分为 5 个等级，其有

因素（i=1，2，…，m），m 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
社发展的因素的个数。建立累计模型：

序排列为：1=无等级，2=县级示范社，3=市级示范

logit ( Pj ) = ln[ P ( y ≤ j ) / P ( y ≥ i + 1)] = −α j + β X m

社，4=省级示范社，5=国家级示范社。基于因变量

其中，Pj 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某一等级发生的概

为多分类的有序变量，笔者采用多元有序 logit 模型

率，具体表述如下，Pj=P(y=j)，j=1，2，3，4，5；

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1
P(Y = j / X i ) =
1 + exp(−(α + β X i ))

(X1，X2，…，Xm)，表示一组自变量；αi 是模型的
截距；β 是一组与各个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在
得到和的参数估计后，某种特定情况发生的概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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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注册资金数额在某种程度上

表达式为：

P( y ≤ j / X ) =

exp(α i + βX j )

体现了其资金实力，资金实力雄厚对具有企业属性

1 + exp(−(α i + βX j ))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较大的利好。专门网站

2．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653，影

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7 月对

响为正，表明有专门网站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问卷调查。调查

水平更高。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给农民专

采用分层抽样法，即先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南

业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1]，网络可以在生

省所辖的 14 个地级市（州）中抽取长沙市、邵阳

产、管理、销售、融资等诸多环节促进农民专业合

市、益阳市、怀化市 4 个市，然后在每个市随机抽
取 4 个县（市），每个县（市）随机抽取 6 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调研对
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进行，
调查问卷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内部治
理结构、外部经营环境、组织相互利益、发展绩效

作社的发展。
(2) 人力资本资源因素。估计结果显示，社长
为专业大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层有显著
的影响。社长为专业大户变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系数为-1.250，影响为负，表明社长是专

评价等 5 大方面，共发放问卷 192 份，剔除信息严

业大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更低。可能的

重缺失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87 份，有效问

解释是，专业大户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容易出现

卷回收率为 97.40%。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精英俘获”情况。在“精英俘获”情形下，社长
会利用组织身份为自己谋利，最终阻碍农民专业合

四、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作社的发展。

笔者运用 STATA13.0 计量分析软件对农民专业

(3) 组织资本资源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在组

合作社发展及分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

织资本资源因素中机构运行完整程度、自身品牌、

果如表 2。

金融合作平台、与其他组织联合紧密程度、政府扶

表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系数
**

0.498
0.259
0.394
0.653**
0.051
0.308
0.117
-1.250***
0.080
0.906***
0.526
1.303***
-1.136**
0.480*
2.863***
0.860*

标准误

Z 统计值

P值

0.218
0.372
0.325
0.326
0.037
0.365
0.072
0.474
0.563
0.352
0.538
0.330
0.464
0.270
0.748
0.522

2.28
0.70
1.21
2.00
1.37
0.85
1.63
-2.64
0.14
2.58
0.98
3.95
-2.45
1.78
3.83
1.65

0.022
0.487
0.226
0.045
0.169
0.398
0.104
0.008
0.887
0.010
0.328
0.000
0.014
0.076
0.000
0.09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调查获得的
注册资金数额数据差异较大，为缩小取值范围，减少模型估计误差，对
该变量取自然对数。

持资金以及优惠贷款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
分层有显著的影响。机构运行完整程度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906，影响为正，
表明机构运行完整程度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水平更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会”（理事会、
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实际运行的完整程度与其
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三会”不完整甚至缺失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为“假合作社”、“空合作社”
以及发展水平低下的合作社。自身品牌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1.303，影响为正，
表明建立了自身品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
平更高。品牌背后是产品质量的一种保证，农业产
品的特性决定了品牌化经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性[22]。在当前中国居民的农产品消
费呈现出品牌化的趋势下，品牌提高了农产品的识
别度和销售的可持续性，提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1) 物质资本资源因素。估计结果显示，注册

盈利空间。金融合作平台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

资金数额和专门网站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及分

上显著，系数为-1.136，影响为负，表明建立了金

层有显著的影响。注册资金数额变量在 5%的显著

融合作平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更低。可

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498，影响为正，表明注

能的解释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合作表现为农

册资金数额越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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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员之间的信用合作，建立在道德约束的基础之

其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的资金扶持和政策

上，是一种非正式的契约行为，这种金融合作经常

支持依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推力。

有逆向选择（合作社社员或实力雄厚的入股者退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政府

出）和道德风险（社长捐款潜逃、社员借款资金用

部门两个主体视角提出建议：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23]

，损害合作社的发展。与其

视角。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要更加注重建立专门网

他组织的联合紧密程度变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站等信息化建设，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尽

上显著，系数为 0.480，影响为正，表明与其他组

快建立自身品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和提高产品的

织联合较紧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更高。

附加值；加强与其他组织联合，扩大规模和影响力，

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还是较

更好地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辐射作用。二是政府

小，这就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他组织（其他农

部门视角。政府部门要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准入

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企业）合作，共同完成组织

门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支持要由数量向质

化的任务，提升规模效率。政府扶持资金和优惠贷

量转变；加强对社长行为的监督，防范“精英俘获”

款两个变量分别在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对普通农户利益的损害；对“空合作社”与“假合

系数分别为 2.863 和 0.860，影响均为正，表明获得

作社”进行摘牌清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

政府扶持资金和有优惠贷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合作行为；继续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优惠，但

发展水平更高。除注册资金，政府扶持资金和优惠

要由直接的物质支持向间接的税收优惠和制度构

贷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对农

建转变。

于非法途径等）发生

民合作社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释：

五、结论与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注册资金数

c“精英俘获”是指少数精英人物对集体组织发展资金和项
目信息、发言权的控制以及对能否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及项目
具有较强的可接近性、可获得性。本文中的“精英俘获”是

额对其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注册资金数额较大

指农民合作社社长凭借自身的机会优势，在股权占有、民主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后期发展水平较高；农民专业

管理、盈余分配等方面居优势或支配地位，对组织目标造成

合作社的网站对其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快农

不利影响的现象。

民专业合作社的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其发展的重要举
措；社长为专业大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蓬勃发展中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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