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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的测度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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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认知过程角度将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分成新素材认知、旧素材认知与新旧素材联结认知，结

合认知偏差与认知协调构建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测度指标。利用全国多个试点区 1 953 份农户问卷，对
农户的认知进行测度，发现农户对制度的知晓程度较低、可行性认知偏差较大，农户具有一定的正规金融信贷经
验，并具有较好的体验和信贷评价；农户对制度的预期效果评价较高，总体满意度较好，有 33.3%的农户处于认
知协调、20.2%的农户处于认知不协调、46.5%的农户处于认知无关状态。对测度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认知
内容之间存在关联性，认知滞后于制度变迁，认知偏差具有路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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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farmers' cognitions to
mortgage loan of land operation rights
AN Haiyan1, 2，Zhang Qingjiao1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farmers' cognition is divided into the cognition of the new materials, the cognition of the old materials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process. We construct the measurement index
with cognitive biases and cognitive coordination. Using 1953 questionnaires from pilot areas countrywide, the paper
analyzes farmers’ cogni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armers' awareness of the system is low, the feasibility cognition is
large, farmers have some regular financial credit experience, and they have better experience and credit evaluation;
farmers have a higher evaluation for the expected effect of the system, 33.30% of the samples are cognitive coordination,
20.20% in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46.5% in cognitive unrelated state.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cognitive content
have a correlation, farmer’s cognition lags behi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cognitive bias have path
dependence.
Keywords: cognitions; land operation rights; mortgage; cognitive biases; cognitive coordin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做出怎样的反应对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与
实施至关重要。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中国正

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契

在试点的一项农村土地金融改革，其目的是将土地

合农户需求、被农户认知并接受的制度才是真正意

部分剩余索取权交付农户，通过允许土地经营权抵

义上成功的改革，否则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也只是

押贷款赋予农户更多的土地权属[2]，并刺激农户投

[1]

“空制度” 。农户怎么看待土地制度的改革、对

资。作为土地经营权的所有者、改革的目标群体，
农户如何看待这项改革，其认知是否与政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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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一致？该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对现有的试点效
果做一个总结，还能为后期的改革提供参考。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将认知引入
经济、管理、社会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国内不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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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者就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认知展开了探讨。

认知协调与认知无关三种 ，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

学者们主要从“了解程度”与“制度判别”两方面

认知均衡与认知不均衡两类 。

测度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认知，包括农户
[3-5]

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知晓程度

、制度以及程序

[6]

的了解程度 和土地经营权可否抵押
款满意度

[7-10]

、抵押贷

[11]

[6]

等。有研究认为农户的认知程度较低 ，
[3]

也有研究发现农户的认知程度较高 ；不少农户认
[7-8]

[20]

哈耶克将认知过程分成新素材认知、旧素材认
知和新旧素材联结 3 个阶段。新素材认知是对客观
载体信息的感知；旧素材认知是对原有认知体系中
与新素材相关信息的感知；新旧素材联结是主体通
过对比、验证、推断后将新素材与旧素材进行结点

；农户对土地

联结，纳入认知体系的过程。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

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满意程度较高，且随着收入

贷款认知是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心

为土地经营权是不可以抵押贷款的
[11]

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理反映。现以制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及认知理论

。

文献梳理表明，现有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为基础，结合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特点，借鉴哈耶

认知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缺乏

克的认知分类，并纳入认知质量内容，参考已有文

专门系统性的研究；测度农户认知的方法较单一，

献构建具体的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测量

仅从了解程度与制度评价两方面进行，难以适应农

指标如下：

户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且缺乏横向的对比研

1．农户的新素材认知

究；实证分析多基于一两个试点区的数据，结论的

本研究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信息总和称

普适性明显不足。基于此，笔者拟借鉴认知理论构

之为新素材，包括制度信息、实施信息等。新素材

建较为完善、可比较的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

的认知类似诺思共享心智的形成过程。现有农户土

知体系，并基于全国多个试点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研究采用的“了解程度”
“制

测度及分析。

度判别”均属于新素材认知范围。借鉴杨婷怡、惠
献波、牛荣等对了解程度的界定[3-5]，陈永桃、王凯、

二、理论基础及认知测量指标构建

徐美银、彭艳玲等对可行性判别的界定[7-10]，本研

认知理论在制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有着

究设置知晓程度和可行性判别两个农户新素材认

较好的应用。制度与人类认知、行为互补并永远相

知测度指标。可行性判别是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

互塑造[12]。作为约束人行为与相互交往的规则[13]，

贷款是否可以实施的判别。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4]

被主体认知的制度会通过预期机制、简化心智等

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232 个

形成主体的意愿与行为。制度变迁是个体心智模型

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

与环境互动调整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性或试错的学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

习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调整的过程[15]。人是有限理

于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 ，试

性的，从个人认知角度探讨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是非

点区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

[16]

常必要的

。社会心理学基于认知内涵、认知质量、

①

2．农户的旧素材认知

认知特点将社会认知视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类似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从属性上来看可归类于

于计算机的信息接收、识别、储存和编码，包括社

“土地产权”和“农村金融”，因此，农户的旧素

会知觉、社会印象与社会判断。认知质量通过认知

材认知可分为与土地产权相关的认知和与农户正

偏差与认知失调得以反映。认知偏差是主体对事物

规借贷相关的认知。

形成的认知与事物本身标准之间的距离，其产生与

一是土地产权认知。虽然大多数学者用“产权

便利性启发、例证可提取性和搜索集有效性、历史

归属”测度农户的土地产权认知，但近年渐有学者

。认知失调是主体联结两

进一步将“认知偏差”纳入认知测度体系，如仇童

个相关认知时，发生认知冲突的状态。当人们体验

伟等[21]设置了“农户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与“土地

到认知不一致时，会想要努力清除与改变这种状

调整认知偏差”，并用“农户土地及经营权证书重

态。依据两个复合认知的特征，可分为认知失调、

要性认知与证书实际法律效率的差值”和“农户土

[17,18]

性行为经历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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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整认知与实际的土地调整可能性的差值”来测

景（表 1）
，以此衡量农户的协调联结认知。表 1 由

度。本研究设置土地经营权产权归属认知和归属认

两个单认知（V1、V2）构成复合认知（W）
。单认知

知偏差两个土地产权认知测度指标。

V1 是农户对新素材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行性认

二是农户正规借贷认知。农户正规借贷认知指

知，分成可以、不可以、不清楚三个维度；单认知

农户对自己以往借贷经验的记忆。人的认知与行为

V2 是农户对旧素材土地经营权归属认知，分为自己、

存在路径依赖，在不确定性环境时，人们会不自觉

非自己和不清楚，其中非自己包括回答“集体、国

地从以往同类事情的经历中抽取知识对结果进行

家”
。复合认知由单认知 V1 和 V2 构成，形成九个象

[22,23]

预期，以此减少风险

。农户在面对土地经营权

限、三种不同的认知状态。当 W=1 时，农户新旧素

抵押贷款时往往会提取以往自己或者他人的正规

材联结认知协调，逻辑具有一致性。即当土地经营

借贷历史经验来评估，以此形成判别倾向。本研究

权权属自己时，土地经营权是可以抵押贷款的；当

选用农户是否申请过正规金融借贷、获贷情况与借

不属于自己（归属国家或集体）时，是不可以抵押

贷评价以衡量农户正规借贷认知。

贷款的。当 W=2 时，农户新旧素材联结认知不协调，

3．农户新旧素材联结认知

逻辑上出现冲突。即当土地经营权不属于自己时，

依据新旧素材的特征可将联结过程分成相同

可以抵押贷款；当土地经营权属于自己时，不能抵
押贷款。当 W=3 时，农户新旧素材联结认知无关。

特征的归类联结和不同特征的协调联结。
(1)归类联结。社会心理学认为类是记忆中一组
[24]

无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户在新、旧两种素材中

，对类

只建立起一种素材的认知，无法与其他素材认知产

[25]

生联结；另一种是农户对两种素材均未形成认知，

某些重要特征相似的物质，可被等价看待

里物质施以同等刺激会产生相同的行为结果

。归

类的过程就是人们对新旧素材的整合思考，与哪些

则更无法产生下一步的联结。

已有旧素材联结？以何种特征联结？如何进行联

表 1 农户认知协调测量

结？Fiske 和 Bousfield 将归类认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属性判断。对事物所具备某些特征的判断，
属于描述性判断。第二，对过去和未来事件的推理。
在过去经验、知识和新信息内容上形成的效果预
期。第三，评价性判断。主观个体对事物的内在情
感反应，诸如“喜欢不喜欢”、
“满意不满意”的情
绪

[26,27]

。已有文献中，刘鹏凌等用“赞同、反对、

新素材 V1：你认为土地经营权可否抵押贷款？
旧素材
V2：你认为
土地经营权
归谁所有？

可以

不可以

不清楚

自己

W1

W2

W3

非自己

W2

W1

W3

不清楚

W3

W3

W3

依据以上分析，构建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认知测量指标，具体见表 2。

[28]

无所谓”

，钟涨宝等用“还可以、不太好、很不

婷婷等将认知分成情感认知、强度认知、行为认知

三、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的测
度及分析

与价值认知 4 个部分[30]；安海燕等用农户的制度效

笔者所在课题组从 2014—2017 年对全国多个

好”衡量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认知[29]；马

果预期衡量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认知

[31]

。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进行调研，共发放农

本研究以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效果预期、

户问卷 2 300 份，回收 2 185 份，剔除重复作答、

整体评价来衡量其新旧素材认知的归类联结。

无效作答以及错误作答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1 953

(2)协调联结。新旧素材认知上因某一属性联结

份，问卷回收率为 95%，有效样本率为 84.9%。从

时，可能在其他属性上存在冲突，即出现认知不协

调研地区来看，共覆盖 13 个省或自治区，具有较

调现象

[32]

。认知不协调通常出现在经济转型背景
[19]

下，可推动人们认知的不断完备

，因此有必要将

其纳入中国农业转型时期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
[33]

贷款的认知体系中。参考朱宪辰等的研究

构建土

地经营权归属与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行性的复合场

好的全国代表性，主要的试点调研地包括贵州凤冈
县、嘉兴南湖区、宁夏同心县、重庆江津区。
1．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的测度
根据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指标体系，
整理问卷数据，可得农户认知测量结果。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2018 年 4 月

http://qks.hunau.edu.cn/

表 2 农户认知测量指标
类别
旧素材
认知

一级
产权旧识
借贷经验

新素材
认知

二级维度

赋值说明

您认为土地经营权归谁所有？

国家=1，集体=2，自己=3，不清楚=4

归属偏差

经营权认知与法律赋权偏差

有偏差=0，无偏差=1

是否申请

您是否向银行申请过贷款？

没有=0，申请过=1

获贷情况

您是否获得银行贷款？

没有=1，部分=2，全部=3

难易评价

您认为向银行贷款容易吗？

很困难=1，比较困难=2，还好=3，比较容易=4，很容易=5

您知道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吗？

完全不了解=1，了解小部分=2，基本了解=3，大体了解=4，
完全了解=5
可以=1，不可以=2，不知道=3

知晓程度
可行性判别 可行性

新旧素材 归类联结
联结认知

衡量指标

归属认知

您认为土地经营权可否向银行抵押贷款？

可行性偏差 农户可行性判别偏差

有偏差=0，无偏差=1

预期效果

完全没有=1，解决小部分=2，基本解决=3，大体解决=4，
完全解决=5
完全没有=1，可能性不大=2，不一定=3，可能性很大=4，
完全可能=5
完全不会=1，可能性不大=2，不一定=3，可能性很大=4，
完全可能=5
完全不会=1，可能性不大=2，不一定=3，可能性很大=4，
完全可能=5
完全不满意=1，小部分满意=2，基本满意=3，大体满意=4，
完全满意=5
协调=1，不协调=2，无关=3

整体评价
协调联结

您认为土地抵押贷款能解决农民融资难的
问题吗？
您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增加农民收
入吗？
您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会长久实施
吗？
您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会大范围实施
吗？
您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满意吗？
经营权归属与抵押可行性复合认知

（1）农户的新素材认知。一是知晓程度。农

偏差。结果表明，有 12.9%的农户存在认知偏差，

户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知晓程度均值为 1.64，介

87.1%无偏差。二是正规借贷认知。对农户近三年

于“完全不知道”和“知道小部分”之间。66%的

来的正规金融借贷数据进行分析，1 953 户农户中

农户表示完全不知道，15%知道小部分，12%知道

有 859 户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占比 44.0%。在

一些，5%知道大部分，3%完全知道。以上结果表

申请过贷款的农户中，有 123 户没有获得贷款，150

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息知晓度低，信

户获得了部分贷款，586 户获得了全额贷款。将申

息覆盖面极其有限。二是可行性认知。对于土地经

请贷款没有获得以及只获得部分贷款视为信贷约

营权抵押贷款可行性的认知，有 32.3%的农户表示

束[34]，则在申请金融信贷的农户中有 68.2%的农户

可以，22.9%的农户明确表示不可以，44.8%的农户

没有信贷约束。在农户的正规金融借贷评价中，

表示不清楚。可见，大多农户有着模糊的可行性认

20.0%的农户认为向银行借贷是非常困难的，29.4%

知。调研中也发现，多数农户用“这个问题不是我

认为比较困难，22.5%认为比较容易，只有 5.0%认

说了算”“要看国家的了”“我不能乱说”“我不清

为很容易。难易度均值为 2.63，介于“比较困难”

楚”等回答表达其“谨慎、模糊”的态度。本研究

与“还好”之间。进一步对申请过贷款的群体进行

[7]

32.3%的可行性认知比大于陈永桃 3.34% 、徐美银
[9]

26.5% 、彭艳玲 8.79%

[10]

分析，有 13.35%的农户认为很困难，23.3%认为比

的结论。三是可行性认知

较困难，33.3%认为比较容易，9.3%认为很容易，

偏差。农户的可行性认知偏差较大，有 67.7%的农

均值为 3.02，介于“还好”与“比较容易”之间。

户出现了认知偏差。该结论表明现行土地经营权抵

可见，有过信贷经验的农户其借贷评价更加积极。

押贷款制度的宣传不到位，大多农户依然停留在

（3）农户新旧素材联结认知。一是归类联结

“不可行”以及“不清楚”的认知状态。
（2）农户的旧素材认知。一是产权认知。在

认知。农户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效果预期以及
整体评价越积极，其制度认同程度越高。在预期解

经营权归属认知中，有 2.2%的农户认为属于国家，

决贷款难问题上，有 40.8%的农户认为不可能解决，

4.7%认为属于集体，87.1%认为属于自己，6.0%表

22.9%的农户认为可能解决；在预期增加农户收入

示不清楚。该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农户具有清晰的

上，有 38.2%的农户认为不太可能，26.0%的农户认

土地经营权归属认知，但认知存在偏差。选择经营

为一般，18.6%的农户认为可能性较大。两种预期

权归属自己的是认知无偏差，其他选项定义为认知

的均值都介于 2 与 3 之间，即处于“比较不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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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之间。在预期政策的执行上，分别有

旧素材认知偏差而新素材认知无偏差下的不协调，

23.8%、30.2%的农户分别认为较大可能长久和大范

即土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但是可以抵押贷款的综

围实施，有 19.1%、15.5%的农户分别认为完全可能

合认知。在调研中发现，拥有“土地经营权即使不

长久和大范围实施。两种预期均值介于 3 到 4 之间，

是自己的也可以抵押贷款”认知的往往是农村较高

即处于“不一定”与“比较可能”之间。由此可见，

阶层，如村干部、高收入农户或农业大户。这与史

农户对政策发展的预期要强于政策实施预期。从整

清华等提出的“明知故犯的往往是农村国家地方干

体满意度来看，有 7.4%的农户完全不满意，11.7%

部”的观点有相似之处[35]。

的农户完全满意，满意度均值为 3.33，介于“一般”

2．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的分析

[11]

与“比较满意”之间，与曹瓅 3.98 的结论一致

。

（1）认知关联性。理论上新旧素材联结认知

二是协调联结认知。数据统计表明，有 33.3%

是新素材认知与旧素材认知的拓展，三者之间具有

的农户处于认知协调，20.2%的农户处于认知不协

一定关联性的。对此进行相关性分析，产权归属认

调，46.5%的农户处于两种认知无关的状态。进一

知与归属认知偏差、可行性认知与可行性认知偏差

步细化分析，有 31.3%的农户处于认知无偏差状态

是同一问项的不同处理，故仅将偏差纳入分析。此

下的认知协调，认为土地经营权归自己所有，并能

外，对农户归类联结认知做因子分析，KMO 值为

进行抵押贷款；有 2.0%的农户处于认知偏差状态下

0.72，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1 280.139（p<0.01），

的认知协调，即土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同时不可

提取 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以抵押贷款。有 19.6%的农户处于旧素材认知无偏

77.47%。结果表明，旧素材认知、新素材认知、新

差而新素材认知偏差下的不协调，即土地经营权是

旧素材联结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表 3）
。

自己的但是却不可以抵押贷款；有 0.6%的农户处于
表 3 农户认知内容关联度性
旧素材认知
经营权认知偏差 是否借贷
旧素材认知

新素材认知

新素材认知

获贷情况

借贷评价

知晓程度

可行性偏差

经营权认知偏差

1

是否借贷

0.10**

1

获贷情况

0.06

0.74***

1

借贷评价

0.02

0.29***

0.39***

0.30

***

0.21

***

0.22***

1

0.29

***

0.20

***

0.16***

0.60***

0.23

***

0.22

***

***

***

0.36***

-0.50***

-0.83***

知晓程度
可行性偏差

0.15

***

0.18

***
***

新旧素材

归类联结

0.18

联结认知

协调联结

-0.21**

-0.34***

-0.25***

新旧素材联结认知
同质归类

异质协调

1

0.26

-0.13***

0.31

1
1
-0.29***

1

新旧素材联结与其它两种认知在 1%置信区间

的知晓程度仅为 1.64，有 67.7%的农户存在可行性

内显著，且具有较强关联性，证实本研究认知指标

认知偏差，可见，农户的认知滞后于制度的实施。

设置较合理。从具体变量来看，关联性较强的有可

从新旧素材联结看，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的预期效

行性认知偏差与认知协调，高关联性的原因是认知

果均值介于 3 左右，预期效果值相对较高。从农户

协调变量是由可行性认知偏差和经营权认知偏差

的协调认知来看，大部分农户处于认知无关状态，

复合而成。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的认知出现在旧素材

33.3%处于认知协调状态，20.2%处于认知不协调状

认知内部，即经营权认知偏差与获贷情况、借贷评

态。可见农户对于预期效果较积极，而协调认知度

价。从方向上来看，除协调联结外，其他认知之间

较低。综上可知，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认知

呈正相关关系，也证实了认知之间的一致性。

尤其是知晓程度、可行性认知偏差和认知协调滞后

（2）认知与制度的匹配分析。土地经营权抵

于制度变迁。但从预期效果来看，农户认知具有较

押贷款制度已试点多年，那么与此对应的农户认知

好的前景，大量农户处于认知无关状态，一旦信息

是否实现了同步转换？从新素材认知数据看，农户

补充后，会进入认知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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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知偏差的关联性分析。认知内容之间

程度较低的现状来看，提高农户认知是现阶段推动

具有关联性，那么过去的认知偏差是否会对现有的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从研究结

认知产生影响呢？理论上，认知具有稳定性，一旦

论来看，新素材、旧素材以及新旧素材联结之间是

形成后就很难再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即认知的路

具有关联性的，因此一方面应加大农户旧素材认知

径依赖性[36]。路径依赖一方面可以节约心智成本，

的准确性，建议地方政府应对土地金融相关政策法

另一方面易于个体形成认知协调，避免不协调产生
的心理压力。旧素材中“农户土地经营权归属认知
偏差”是否会延续影响到新素材中“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可行性认知偏差”呢？结果显示两者在 1%置
信区间内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176。由此证实，
旧认知偏差会对新认知偏差产生影响。

规尤其是土地产权规定进行规范性的宣传；另一方
面应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宣传，使农户
充分了解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法律法规、具体操
作流程、注意事项，尤其是违约风险的处置。此外，
宣传的主体除地方政府、村集体外，实施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的金融供给方如银行、担保公司等也应
进行相应的宣传。
第三，应尊重个体认知行为规律。农户作为理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性个体，其行为与认知具有一致性。地方政府在推
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是对相关制度、

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时，应该尊重农户个体认知

信息的加工过程，包括接受新素材、回忆旧素材、

规律、行为规律，在此基础上辅助信息供给与平台

联结新旧素材。其中新素材认知包括农户对土地经

建设，帮助农户调整认知与行为，只有这样才是基

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知晓程度、可行性认知；旧素

于需求方的、可持续的有效的土地金融改革，才能

材认知包括土地经营权、农户正规借贷相关的认

达到“增加农户可行性融资资产”的目的。

知；新旧素材联结包括新旧素材同质归类和异质协
调。基于全国多个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的

注释：

调研结果对农户认知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对制度的

① 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232 个试点

知晓程度较低，可行性认知偏差较大，农户具有一

县天津市蓟县等 59 个试点县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

定的正规金融信贷经验，并具有较好的体验和信贷

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Z].2015-12-27.

评价；农户对制度的预期效果评价较高，总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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