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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如何实现生产性服务创新是农业产业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梳理

契约农业的演进过程发现,传统农业企业的过度逐利性会导致农业供应链效率低下,严重制

约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利用社会企业兼具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

功效和商业运作可持续性的特质,引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机制,探究了农业社会企业基于

传统订单式农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利用“千村调查”样本数据进行了验证,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农业社会企业的加入不仅能够调动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且对提高农户绩效有

很大的帮助;第二,高水平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可以将农户利益与社会企业自身利益捆绑,
以更好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三,传统的订单式农业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现代化农业产业

的发展需求,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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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构建产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直是我国不断推进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增

强面向农业的生产性服务创新和设计合理的契约机制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所在.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农业生产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契约农业模式,比如广泛应用的“龙头

企业＋农户”的订单式农业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等.他们在增强农户协作、降低交易成本和发

现市场机会等方面,对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OpokuMensah,２０１２),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两种形式也逐渐暴露出很多不足,比如纯

商业化的订单式农业模式下,农户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利益受到侵害以及遭受各种违约行为

(Zhang,２０１３;王亚飞等,２０１４);尽管新型农业合作社可以聚合农户群体,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农户群体的经营规模扩张能力和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力和影响力,却往往由于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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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监督成本等问题导致运作效率低下(黄祖辉等,２０１１).这些问题不仅降低了农业供应

链的整体运作效率,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可以说,只要农业企业

“过度逐利”的目标没有改变,上述两种契约农业模式的缺陷就不会被完全消除.政府也逐

步意识到了这点,试图从产业政策层面来弥补这些缺陷,提出了构建以龙头企业为骨干,专
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结合,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但这种自上

而下的政府干预有悖于市场机制行为,无法有效突破目前契约农业所遭遇到的“瓶颈”.

　　社会企业的出现为解决上述农业契约安排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社会企业是一种

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通过商业运作创造利润来维持自我发展的企业形式(BorzaＧ
ga和Defourny,２００１),兼具社会公益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特质,使其可以被应用到农业领

域.在“社会企业＋农户”模式下,农业社会企业会基于社会价值目标,优先考虑弱势农户群

体的需求,并通过生产性服务创新,提供面向农户发展需求的综合服务支持体系以及完善的

解决方案(刘鲁浩等,２０１６),从根源上解决农业供应链的合作低效率及农户发展需求问题.
可以说,“社会企业＋农户”模式恰好可以满足前文所提到的国家政策的需求标准:有组织的

较强的社会力量、综合性的生产服务支持体系以及公益性服务理念.不但很好地克服了纯

商业化订单式农业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的缺陷,也将契约农业拓展到了一个新的范畴.

　　但是,农业社会企业在参与契约农业的过程中,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与传统订单

式农业和新型农业合作社相比又体现出怎样的不同之处? 尤其在当前我国农业社会企业发

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去探讨“社会企业＋农户”这一契约农业模式的具体实现过程,
揭开农业社会企业的运作“黑箱”,这既是对社会企业相关理论的拓展和补充,也可为后续从

不同层面进一步支持农业社会企业顺利发展提供借鉴和建议.

二、从契约农业到农业社会企业:一个理论框架

　　１契约农业的内涵及演进.为了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需要提供面向农业的生产性

服务来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并对割裂的农业供应链各环节进行重新整合,而实现这种整

合的主要载体就是契约(周立群和曹利群,２００２).聂辉华(２０１２)认为,“农业产业化的本质

就是农户、农业企业和农业中介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在农业

供应链不同主体之间有缔结契约行为时,契约农业就产生了,可以说广义上的契约农业实际

上就是在现货市场交易形式之外的、有契约形式存在的农业管理模式.

　　从缔结契约的标的内容看,契约农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要素契约,一类是商品契约.
要素契约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土地流转,企业征用农户土地,然后雇佣农户按照企业要求进行

生产(周立群和曹利群,２００２),比如美国嘉吉(Cargill)公司的全产业链商业模式,在企业集

中控制下可以很好地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由于农业的劳动密集型以及农业生产的非标准

化特性,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降低组织管理成本和解决委托代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也
会陷入发展困境(Bijman等,２００６),这也是目前要素契约形式应用并不是很广泛的原因.

　　商品契约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较为普遍,企业与农户是相互独立的主体,采取的契约形式

可以是企业与农户之间只签订农产品供销合同,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企业同时以一定方式

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或生产资料(周立群和曹利群,２００２).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订单式农

业”就属于商品契约的范畴.订单式农业是指企业与农户于生产前签订产销合同,并确定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农户按合同组织生产,企业按合同收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刘凤芹,

２００３).订单式农业主要面向产品流通环节,既可以减少农户生产的盲目性,获得稳定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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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又可以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农产品供货来源,同时通过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叶飞和林强,２０１５),对于改善农户小生产难以适应市场大需求的问题可以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因此,订单式农业是目前最基本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契约农业形式.

　　目前国内很多研究将订单式农业看作是契约农业,实际上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具体实

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契约农业模式的一种即时化和简单化的认知.根据前人文献(Guo等,

２００７)以及本文于２０１６年所做调研发现,目前我国２/３以上的契约农业模式是订单式农业,
契约内容只涉及农产品的供销而不涉及农业生产环节,另有少数的契约农业模式涉及对农

业生产活动的投入、技术和流程等方面的简单要求,由此导致对契约农业的认知局限于订单

式农业模式.订单式农业模式下农户与企业之间仍旧是一种“交易式”供应链契约关系,除
了签订购销合同之外,二者与现货市场交易形式下的关系并无区别.因此,在当前农业产业

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的情况下,对契约农业的认识应该逐步扩展到其本源———通过契约关系

将农业供应链各环节整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需要将以“交易式”契约为特征的订单式

农业继续往前推进,实施以“合作式”契约为特征的关系式农业.

　　本文将以“合作式”契约为特征的关系式农业总结为通过缔结契约的形式提供包括产前

投入、产中运营和产后销售等各种面向生产性服务的农业,其中生产性服务的核心必须是基

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信任、了解、合作与互惠.也就是说,订单服务只是关系式农业的基础,
其真正内容是要建立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最终实现农业生

产的稳定以及农民收入的提升.该模式下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性很强,既能增强对产前、产中

各环节的质量控制,又能通过股权收益分配进一步削弱产出需求及价格波动对农户的影响,
极大提高农户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关系式契约农业模式的实现需要一个前提,那
就是企业要有“社会目标”或者“利他主义”倾向(Stevens等,２０１５),对于传统商业企业而言

要实现这一点并不现实,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商业企业,一般很少考虑社会公益目

的,即便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在盈利目标的制约下企业服务社会的意愿和努力程度也都

会大打折扣(谢家平等,２０１６).因此,关系式农业的实施需要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及经营

理念,而社会企业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将契约农业的不同形式进行区分,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契约农业的演进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下同统同.

　 　２ 农 业 社 会 企

业.农业社会企业实

际上就是指社会企业

这一组织模式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本文把

面向农业的涉农型社

会企业简称为农业社

会企业.参照以往文

献对社会企业的定义

方式,农业社会企业可以是以帮扶农户为首要目标,同时依靠参与涉农商业活动获取经济收

益、维持自身运转的企业组织.这一定义更多体现了农业社会企业的宗旨.本文基于陆汉

文等(２０１２)、刘鲁浩等(２０１６)的研究,从运营过程的角度将对农业社会企业的界定进一步细

化,认为农业社会企业是通过高度社会嵌入的方式,基于合作与互惠的契约模式,辅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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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充裕的要素资源,在优先满足农业生产及农户群体发展需求目标的同时,通过参与涉农

商业活动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比如具有一定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农业社会福

利企业、基于农企合作的新型农业合作社以及部分在工商部门注册但从事公益活动的农业

企业等.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企业的独特性得以体现,也为我们界定农业社会企业提供

了标准和依据:服务主体可以由规范的农业生产龙头企业或者其他社会力量组建的企业来

承担;服务内容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专项生产性服务支持开始向农业供应链整体的综

合性服务支持转变;服务提供方式不再是简单的经营性服务,而是以公益性服务理念为主

导.总体而言,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对内整合农户资源,对外帮助农户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以一种完全嵌入的方式发挥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认为农业社会企业与目前新型农业合作社并非完全等同.新型农

业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应对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已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多种类、多功能需求而

出现,形式主要包括土地流转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资金互助合作社,此外,基于农户创

业所产生的社会农业也属于新型农业合作社的范畴,比如农村微型金融、生态信任农业和特

色旅游农业等多元化农业项目,只不过社会农业大多规模较小,业务范围较窄,运营能力不

是很强.新型农业合作社通过“合作式”契约聚合农户群体内部蕴藏的各种资源,同时通过

教育、培训、资助和雇工等方式帮扶农户中更为弱势的群体(Fuzzi,２０１０),通过规范的管理

提升合作社的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但是新型农业合作社仍旧属于农户群体内部的自助行

为,具有公益性服务的理念,但却利用不到较强的外部社会力量,嵌入外部社会网络的程度

图２　不同契约农业形式及特点

较低,运作效率

也要 弱 于 商 业

企业.因此,本
文将 新 型 农 业

合作 社 定 位 为

农业 社 会 企 业

初级形式,属于

关系 式 农 业 的

范畴,也具有社

会企业的属性.

　　３小结.不同契约农业模式的特点如图２所示.传统商业化订单式农业通过龙头企

业与农户签订供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交易式农业的缺陷,但是其既没有充分利用农

户群体中蕴藏的资源,也没有给农户带来更多的生产性服务支持,处于一种“非聚合、非嵌

入”的状态;新型农业合作社对内挖掘、聚合分散的农户资源,提升群体的经营能力以及对外

交往能力和谈判能力,同时实现对其他弱势农户的救助,但是对外与龙头企业仍旧处于一种

交易性的契约关系,缺少外部力量的支持,因此处于一种“聚合、非嵌入”的状态;农业社会企

业基于订单式农业这一基础,建立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实
现农户与企业利益目标的一致性,并借助自身所在的供应链地位,帮助农户获得更为丰富的

外部资源,因此处于一种“整合且嵌入”的状态,这一点也构成了本文后续分析的理论基础.
由于目前以农业社会企业为主导的集中式农业应用很少,所以本文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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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约农业框架下农业社会企业的作用过程

　　１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的影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订单式农业如何影响农户绩效

展开了研究,但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一部分学者认为订单式农业通过增加市场机会、改善

生产条件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等促进了农户绩效的提升.张闯和夏春玉(２０１０)认为,订单式

农业可以有效帮助分散农户进入市场,并借助龙头企业获得更多市场机会,在保证农户利益

和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基础上,又能充分接触市场网络以及实现农产品加工、销售的

规模性(周立群和曹利群,２００２);订单式农业通过帮助农户和龙头企业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供

求关系,因而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的事前交易费用,比如信息搜寻成本、运输成本、流通成

本、垄断定价损失和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的损失等(叶飞和林强,２０１５).订单式农业还会对

农户绩效产生间接影响,Kumar等(２００８)发现,订单式农业不仅能够给农户带来直接的收

入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农业生产和销售负担使农户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其他经济活动,间接

帮助农户拓展增收渠道.

　　相应地,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并不认可订单式农业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订单式农业确

实可以通过签订供销合同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农业生产,但是在增加农户收入、完善农

业经营行为方面却并非完全有效.第一,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订单协议只是一种交易性契约,
对于契约的履行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因此当双方在各自寻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面临风险

时,违约及道德问题也就比较常见(王亚飞等,２０１４).第二,生产性服务的提供主体较为分

散,生产性服务供给不足.很多企业仅限于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远实现不了面向农户的较

强的生产性服务支持.甚至有时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契约只是徒有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生秀

东,２００７),其对农户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就无从谈起.第三,农户的分散性经营仍大面积存

在,农户依旧处于弱势地位,资源短缺、能力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在同企业的

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遭受利益损失,Zhang(２０１３)甚至认为订单式农业是企业剥削小农的重

要手段.总之,契约约束的脆弱性和协调上的困难是订单式农业的内在缺陷,而农业生产的

不确定性则是订单式农业的外在压力.这些缺陷体现出订单式农业的“非聚合、非嵌入”特
性,表明订单式农业并非契约农业的“最优”模式.

　　总体而言,前人研究中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体现了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的不同作

用层面,但造成订单式农业不同作用效果的因素一般同时发生,其在促进农户绩效提升的同

时也会对农户绩效产生制约.另外,实践应用中的订单式契约农业也并非有一个非常绝对

的“边界”,农户自身也会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因素都会依附于订单契约而发生作

用,也就导致无法对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的确定性影响做出一个较好的判断.据此,提出

如下假设:

　　H１a:参与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有促进作用;

　　H１b:参与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有削弱作用.

　　２农业社会企业嵌入机制对农户绩效的影响.嵌入理论是学术界所采用的一个重要的

概念,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于企业塑造竞争优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Zeitlin
等,２０１１),通过嵌入外部环境可以帮助企业同供应链上的相关利益者建立关系.企业不仅要

加强存在于经济体内部的信息、资源的利用和交换,还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及能力,包括一些

非经济性因素,比如互惠、信任、地位和政策等在经济行为和决策中的相互管理,对经济活动的

结果产生影响(时立荣等,２０１４).这种嵌入过程目的不是提高经济体个体能力,而是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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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异质性的不同参与主体,并形成较高的整体竞争力水平(Martin,２０１２).

　　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其社会目标为主导、经济目标为辅助的本质特征更加强调这种嵌入

性.嵌入机制是其开发新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消除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信任和互惠、实现资

源和利益共享的重要方式,对企业自身的运营和绩效以及金字塔底层(BottomofthepyraＧ
mid,简称BOP)群体的福利都有很大的影响(Hart,２０１０).农业社会企业亦是如此,通过

嵌入机制将农户群体纳入到整个农业价值链体系,对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综

合性服务支持.充分汇拢、整合和利用农业供应链中蕴藏的各种资源,实现社会企业与农户

的共同发展.可以说,农业社会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农业运营组织,还是一个嵌入性组织,这
也是区别于“非嵌入性”的订单式农业的主要特点.

　　本文基于 Granovetter(１９８５)、刑小强等(２０１５)的研究,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

度对农业社会企业的嵌入机制对相关要素所起到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展开分析:

　　(１)关系嵌入的作用机制.关系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二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质量,表现为各

经济体之间交互发展的合作关系,主要特征包括连带强度、信任、亲密程度、友谊、共享价值和

程序等(Nahapiet和Ghoshal,１９９８).关系嵌入的核心在于建立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信任(Day
等,２０１２),这种通过关系嵌入所产生的信任感,会使不同经济主体间相互依赖而放弃采取相

应的机会主义行为(Handfield和Bechtel,２００２),这可以看作是关系嵌入的“情感属性”.

　　第一,农业社会企业的关系嵌入,可以帮助农户获得认知性的社会资本.农户群体一般

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环境也相对封闭和落后,因此农户认知性社会资本普遍较为缺乏,
导致其缺乏较强的主观性认知能力.这种情况下的农户很难找出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方式

和途径,在面临机会时也很难对是否参与做出合理的判断;这种认知缺陷导致其在农业生产

活动中更多处于一种固步自封的状态,无形之中也失去了一些发展契机.农业社会企业运

营过程中的关系嵌入特性,可以让农户看到外部帮扶力量的真正目的和使命,实际上就是增

强了农户的认知能力,促使其接受将具有外部特征的资源转变为自己可以了解并且获取的

具有内部特征的资源.

　　第二,关系嵌入可以增强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间的互相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农业社会

企业的社会使命是帮扶农户脱贫,不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决策使得农业社

会企业很容易与农户形成较高的关系质量,获得农户的信任;另外,农业社会企业社会使命

的实现,不仅仅是战略决策上让农户理解,还需要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系列综合

性服务支持,通过运营过程使农户亲眼看到自身被纳入到整个价值链体系.比如帮助农户

组建农业合作社或农村集体企业、以量化股权的形式鼓励农户和企业共同投入资金、聘用高

层次技术人员和职业管理人员以及建立基于收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等.相较于传统订单式农

业的做法,农户会更信任农业社会企业的模式,在契约执行和运营决策过程中,会更愿意与

企业进行配合,进而降低订单式农业中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农业社会企业的关系嵌入与

相互之间的信任会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机制,关系嵌入越充分,相互信任越高,反之亦然.

　　总之,农业社会企业的关系嵌入通过增加农户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增强相互间的信任,
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订单式农业的施行,进而提升农业供应链的绩效.据此,我们提出以

下假设:

　　H２a: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关系嵌入可以促进农户绩效的提升;

　　H２b: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关系嵌入,可以对订单式农业与农户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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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结构嵌入的作用机制.结构嵌入视社会网络关系为一个整体,是各经济体之间相互

连接的网络形态(Coleman,１９９４),表现为围绕中心主体的关系结构特征对主体行为的影

响,主要强调由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给行动者带来的优势,包括帮助行动者和其他行为主体

建立联系,以及决定可获得资源的数量和范围(Moran,２００５).结构嵌入的核心就在于不

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共享与共担,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结构嵌入的“经济属性”.

　　第一,农业社会企业的结构嵌入可以帮助农户获得结构性社会资本.农户天生具有的

BOP群体特性使其结构性社会资本也比较缺乏,一是农户的外部社会网络关系较差,二是

农户在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较低.当农户面临收益不确定或者对预期收益及分配不明确的

情况时,由于自身较为简单的社会网络关系,一般无法获得更为专业的管理指导;此外,农户

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其对历史上集体经济的弊端依然留有深刻印象,这也使得农户之间

的关系更多局限于信息交流而很难形成有规模、有组织的生产经营能力.农业社会企业一

般具有良好的外部社会网络关系,这会给农户带来原本传统生产模式下得不到的一些资源

和优势,而且农户也理解农业社会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因此会吸引农户参与到以农业社会企

业为核心的经营模式中来.一方面,农业社会企业以自身为纽带,将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
并且与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因此会极大地增强农户之间的凝聚力和信心,并且形成较为

规范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社会企业与农户形成一个整体,相当

于提升了农户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农户与外部交易对象之间的谈判能力,减少相

互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

　　第二,结构嵌入可以实现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间的资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增加农户

生产积极性.首先,农业社会企业可以联系分散的农户建立起有效的集体组织,这一点是传

统订单式农业无法做到的.其次,对于集体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社会企业可以

通过特定的方式较好地解决,这一点是农业合作社无法做到的.再次,社会企业通过自身影

响力吸引到高层次技术人员和职业管理人员.农户群体自身虽然拥有土地和劳动能力,但
缺少融资能力和科学种植技术;而社会企业具有较强融资能力,但缺乏资金高效利用的途

径,并且社会企业还能够利用企业平台招聘高层次技术人员和有经营经验的职业管理人员.
由此农户、社会企业以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之间可以有效实现资源互补,通过取长补短,使农

业产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等基本条件都得到满足.最

后,农业社会企业能建立合理的收益共享机制,可以激励农户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比如在资

金投入过程中,社会企业将一部分股权直接量化到农户,或者农户直接以土地经营权或其他

形式入股,这样农户就能够以股权获得分红;在生产项目选择上,除了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有

发展前景的集体规模项目,还可以将小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农户自主发展一些灵活且容易掌

握的小项目,借此激励和带动农户参与社会企业的主动性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农业社会企业的结构嵌入将农户群体纳入到了整个价值链体系,通过增加农

户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提升农户的供应链地位,并通过社会企业和农户的资源、利益共享,增
强农户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和信心.在传统订单式农业的基础上,解决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经

营管理问题以及产后的收益分配问题,创造出订单式农业所不能实现的发展优势.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３a:农业社会企业可通过结构嵌入促进农户绩效提升;

　　H３b:农业社会企业通过结构嵌入,可以对订单式农业与农户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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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所分析的订单式农业与农业社会企业的关系,并非是对立的二

元关系,也就是说,当农业社会企业出现的时候,并非完全摒弃了订单式农业,而是对其的补

充和拓展.农业社会企业的作用机制和运营过程仍旧以订单式农业为基础,辅以嵌入机制

增强了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的影响,其中结构嵌入决定了农户与企业相互影响行为的广

图３　构念模型

度和深度,而关系嵌入决定了

这种影响行为的发生成本.因

此虽然实践中存在四川民乐村

和山东有田农业等关系式农业

的具体案例,但本文研究重点

并非直接评估农业社会企业的

绩效,而是探讨农业社会企业

通过嵌入机制对农户绩效的影

响机理,重点分析社会企业嵌

入与否和嵌入方式的调节 作

用.本文整个构念模型如图３所示.

四、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主要来源于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基于绿色全产业链的产业与企业转型

升级研究”和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项目组就多个省份农村地区农民生产、农民就业、
农民创业和契约农业实施情况等相关方面展开调研.为了减少跨地区之间经济状况及收入差

别的影响,以及使问卷能更好地反映农业社会企业的特质,本文仅选用面向四川地区的农户调

研的相关问卷,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扶贫办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指
导、协助和帮助当地扶贫系统整合资源,以有序有力地推动灾后及贫困村庄的恢复重建工作.
整个过程参与机构众多,包括社会福利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各类合作社、基金会以及其他公

益组织等在当地有类似于社会企业功能的扶助组织;随着灾后贫困村的重建恢复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相应的农村、农业发展运作模式也固定并延续下来,比如民乐村模式和民福村模式等.
因此,本文选择四川省的调研问卷作为样本数据,在研究农业社会企业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意义,问卷数据的搜集基本能反应与农业社会企业有关联的农户的情况.

　　被调研的农户按特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自己从事分散农业经营,自主购买农资,从
事农业生产,生产后的产品按市场价格销售;第二类仅参与传统订单式农业,包括与企业签

订农产品供销合同及产前、产中的有偿农资购买合同;第三类与社会企业之间结成关系式农

业特征,不仅与社会企业签订农产品收购契约,还包括接受社会企业无偿指导生产、监督农

资用量、农产品分销渠道扶持甚至获得地权入股分红等.调研有效问卷共３２０份,其中参与

订单式农业及关系式农业的问卷２２０份.

　　２变量测量.本研究的量表都来自前人的成熟量表,但依据本文研究内容对个别题项

做了相应的调整,使之符合农业社会企业的相关特征,且能让被调研者充分理解.量表中所

有题项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予以测量,其中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变量

说明如下:

　　(１)因变量:农户绩效.根据本文需求,对农户绩效的刻画主要从农业生产层面考虑,而
不考虑其他非农业生产层面.另外,在农业社会企业的作用过程中,帮助农户提升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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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为了能够提升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本文在

Samaha等(２０１１)和夏春玉等(２０１５)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户绩效设计了三个测量题项如

表１所示.

　　(２)自变量: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只参与农产品商品契约或者两种商品契约都参与本

文就认为参与了订单式农业,都不涉及则认为没有参与订单式农业.对于是否参与订单式

农业用虚拟变量表示,参与订单式农业为１,没有参与为０.

　　(３)调节变量:社会嵌入.学者将社会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本文在梁巧等

(２０１４)和刘克春(２０１５)的基础上,分别设计多个测量题项,如表１所示.

　　(４)控制变量.很多研究表明,农户自身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经营特征及农业生产市场

环境特征都会对农户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将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下:

　　农户家庭及经营特征:家庭种植规模,对农户家庭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取自然对

数;家庭劳动力数量,农户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户主受教育程度,按照未上

学、小学、初中、高中和高中以上五个阶段区分,户主按照１到５打分,最低受教育程度未上

学记为１,最高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记为５,其他类推;家庭是否有打工或创业经历,农户家

庭成员中是否有外出到城市打工以及从事创业的经历,如果有外出打工或创业经历,记为

１,反之为０;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农户家庭在村中是否受尊敬、有较好人缘关系等,由农

户依据自身情况从１到５打分,社会地位非常低记为１,非常高记为５,其他类推;年均自主

农业生产投入额度,农户每年依靠家庭自身资源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数额,并取自然对数;

　　农业生产市场环境特征:储藏和运输的基础设施,由农户根据村、镇等的具体情况从１
到５打分,基础设施非常差记为１,非常完善记为５,其他类推;完成销售的方便程度,用村庄

距离最近的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地理距离表示,并取自然对数.

　　３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采用SPSS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首先采用Cronbach’sα
系数对相关量表内部一致性进行信度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模型主要变量该系数值均大于

０．７,说明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较高,能稳定可靠地测量各变量的本质特征.

　　本文主要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方面来评估量表所测变量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主

要变量及测量题项均来源于前人的文献资料,并依据调研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对问卷内容进

行了适当修正,因而调研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另外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主要变量

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６,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模型变量统计性描述及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Cronbach＇sAlpha

农户绩效
近三年农业生产整体收入水平非常高 ３．４９ １．１９８ ０．８４９
近三年农业生产收入增长非常快 ３．３２ １．３１７ ０．７８７
近三年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满意度非常高 ３．５３ １．０２３ ０．８９７

０．７８７

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 ０．６９ ０．４６４

关系嵌入

农户对自身发展需求有较好的认识 ３．６４ １．０２２ ０．６４３
农户对外部发展机会有更好的认识 ３．３５ １．０５１ ０．８１７
企业不以大欺小,平等与农户协商解决问题 ４．０８ ０．８７６ ０．８５５
农户非常熟悉农业社会企业的运营方式、目标
及使命 ３．５５ １．００８ ０．８６８

农户与企业的亲密度非常高,交流非常频繁 ３．６ ０．８５７ ０．７８
农户与农业社会企业相互信任程度很高 ３．９７ ０．８７５ ０．８５３

０．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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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模型变量统计性描述及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Cronbach＇sAlpha

结构嵌入

农户之间更加团结互助 ３．５１ ０．９７３ ０．７９７
农户在与其他部门交往过程中更加方便顺畅 ３．２１ ０．８６８ ０．８６４
农户面临经济纠纷时更容易居于主动地位 ３．３２ １．０５３ ０．７５３
农户可以从农业社会企业获取信息与技术 ４．６３ ０．４７１ ０．８２６
农户可以从农业社会企业获取资金支持 ４．０７ ０．４７６ ０．９１８
无论行情好坏农业社会企业都会按契约规定向
农户让利 ４．２１ ０．５６２ ０．８８８

０．９１２

控制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农业生产种植规模 １４．０２ ９．０６２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２．２４ １．２２２
家庭户主教育程度 ２．８２ ０．８６
家庭成员是否有打工经历 ０．４２ ０．４９５
家庭在村中的社会地位 ３．３９ ０．６９６
农户年均自主农业生产投入数额(单位:千元) １９．２２ ２６．６３

农村环境特征
储藏与运输等基础设施是否便利 ３．３７ １．０１
距最近县级及其以上城市距离(单位:公里) ９．０６ ５．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下表同.

　　４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如表２所示.主要解释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系数均低于０．５,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农户绩效与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关系嵌

入、结构嵌入以及三个控制变量家庭种植规模、家庭在村中的社会地位、年均自主农业投入

额度显著正相关,初步可以验证我们之前的假设,也为下一步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２　模型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农户绩效 １

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 ０．３８２∗ １ 　 　 　 　 　 　 　 　 　 　

关系嵌入 ０．７０２∗∗ ０．１１２∗ １ 　 　 　 　 　 　 　 　 　

结构嵌入 ０．７８９∗∗ ０．２９７∗ ０．１２８∗ １ 　 　 　 　 　 　 　 　

家庭种植规模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８∗ １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０９５－０．２０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７∗ －０．６５９∗ １ 　 　 　 　 　 　

户主教育程度 ０．０７１ ０．６５４ ０．２１７∗ ０．１３７∗ ０．２１３∗ ０．０６８ １ 　 　 　 　 　

家庭成员是否有打工经历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０．１２１∗ ０．０１２ １ 　 　 　 　

家庭在村中社会地位 ０．２７５∗ ０．４３５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３ １ 　 　 　

年均自主农资投入额度 ０．１０８∗ ０．１５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６０．２４５∗∗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２１９∗ １ 　 　

基础设施是否便利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８ ０．４３２ ０．３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１

与最近的县级以上城市距离 ０．２１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２ －０．１３９ －０．３２２ －０．２０１ １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依据理论分析部分所做出的理论模型及假设,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思路,通过六个

模型展开验证,具体结果如表３所示.其中,模型１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模型２在模型１
的基础上加入主解释变量———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另外两

个变量———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模型４和模型５在模型２和模型３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两

个交互项,模型６包括所有的控制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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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标准系数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家庭种植规模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６∗∗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０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户主教育程度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２
家庭成员是否有打工经历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家庭在村中社会地位 ０．４３９∗∗∗ ０．３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年均自主农资投额度 ０．２３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基础设施是否便利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６
与最近县级以上城市距离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 ０．２５１∗∗∗ －０．７２９ －０．１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５
关系嵌入 ０．１７０∗∗ ０．７２１∗∗∗ ０．１６６∗∗ ０．３７６∗∗

结构嵌入 １．１５５∗∗∗ １．１８２∗∗∗ １．８７３∗∗∗ １．６９２∗∗∗

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关系嵌入 １．０５３∗∗ ０．４０１∗∗∗

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结构嵌入 １．２９８∗∗∗ ０．９５１∗∗

F 值 １７．４２∗∗ １９．０６∗∗ １６０．５１∗∗ １５３．６７∗∗ １５６．１８∗∗ １４０．７７∗∗

R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６８ ０．８０５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９ ０．８２
Ad－R２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４ ０．８ ０．８１２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７

　　注:∗ 表示在０．１０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３中模型１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家庭种植规模、家庭在村中的社会

地位以及年均自主农资投资额度对农户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后面的模型中这种

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这表明在农业生产供给和需求不确定性都较强的情况下,大规模种植

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仍旧是较好的抵御风险手段.尤其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

平的提升,农业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弱,需求层面可能出现粮价波动所造成的“卖粮

难”问题,但是随着契约农业的施行,这种情况也会逐渐减少.另外在政府限定粮价的基础

上,尽管收购部门可能减少收购量,但大户的大规模生产要比分散的小农户更容易被收购

(Singh,２００６).所以说,家庭种植规模与年均自主农资投入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在村

中的社会地位则说明,在农村这样一个较小范围内,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往往代表着家庭

有较丰裕的资产、家族较为庞大、较大的生产规模或者与政府等管理部门有较好的联系,这
些可以给这些家庭带来额外的资源,从而使其显示出超出一般农户家庭的竞争力.

　　模型２引入了主要解释变量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结果显示:参与订单式农业会对农户

绩效造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模型２中并未引入其他解释变量和调

节变量,因此这里的订单式农业所表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订单式农业,而是在包括了一般

的商品订单契约与要素购买契约的基础上,囊括了包含社会嵌入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社会企

业契约农业形式.模型２中的结果表明,农户参与订单式农业后,随着社会企业的介入,通
过社会嵌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使农户能够获

得更多的农业生产收入,而且还提高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相较于没有参加订单

式农业的农户,农业社会企业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绩效,但是传统契约农业在只存在订单

契约和要素购买契约情况下,对农户绩效的影响是怎样的,这里并不能确定.

　　模型３引入社会嵌入相关变量,分析了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对农户绩效的影响,结果显

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均对农户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后续模型４、模型５和模型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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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著.这也论证了本文之前的分析,农业社会企业相较于订单式农业和农业合作社,最
大的优势是外部力量和资源在实现其社会目标方面的主动性.农户可能自身也具有一定的

社会网络资本,但是由于该群体认知能力、运营能力的欠缺,其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很弱或者

很难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农业社会企业以社会使命为主的特性,使其将农户群体纳入到整个

供应链体系,农户利益的实现就是农业社会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农业社会企业通过

嵌入机制,从有形资源的共享(比如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等)到对农户能力建设方面的促进

(比如认知能力、技术能力等),都会直接促进农户绩效的提升.通过模型３,假设 H２a、H３a
得到了验证.

　　模型４、模型５和模型６分别引入了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的交互

项,结果显示所有交互项结果均显著,并且符号为正.这表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在是否参

与订单式农业与农户绩效的关系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从模型４、模型５和模型６中都可

以看到,是否参与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我们无

法确认订单式农业模式是否能够促进农户绩效的增长,假设１无法得到验证.这一点与之

前文献研究中关于订单式农业对农户绩效作用效果的不确定性结论是符合的.由于主效应

的结果并不显著,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调节作用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弱

化了订单式农业与农户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农业社会企业的介入,这
种调节作用的结果是使得农户绩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因此,通过模型４、模型５和模型６,
假设 H２b、H３b得到了验证.

六、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构建了契约农业模式下从“企业＋农户”的订单式农业到

“农业社会企业＋农户”的关系式农业的理论演进框架,并解构了农业社会企业的运作过程.
分析认为,农业社会企业并非摒弃了传统的订单式农业,而是在其基础上通过社会嵌入机

制,使农户BOP群体的社会网络得到了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关系嵌入

和结构嵌入这两个层面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农户绩效的提升.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农

业社会企业通过嵌入机制对农户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１)农户作为弱势群体,只依靠自身力量以及体制下的政策机制无法解决长远可持续发

展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契约农业仅限于订单式农业,这对农户的扶持远远不够,并且由于

订单式农业存在的缺陷,其作用结果甚至都无法确定,也就无法调动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我们将参与订单式农业的用户和没有参与的用户进行对比发现,农业社会企业的加

入不仅能够调动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且对提高农户绩效有很大的帮助.

　　(２)高水平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是社会企业区别于一般农资公司的特性.农户自身

或许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并且通过与农资公司的交易也有一定程度的网络嵌入,但是显然这

种交易式农业对农户社会网络的拓展作用甚微.而农业社会企业的属性和出发点决定了其

会更主动地帮扶农户,通过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为主要内容的关系式农业,主动将农户纳

入到一个更有宽度和深度的社会网络中,将农户利益与自身利益捆绑,利用自身的技术、资
金、渠道和影响力等优势,对农户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并对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

　　(３)订单式契约只是解决农户销售问题,但不能从本质上缓解和解决农户的根本发展需

求.但是这并不代表就要摒弃订单式农业,订单式农业确实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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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契约农业模式.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不该生搬硬套式地推广传统的订单式农业模式,
而是应该不断增强农户与企业之间的互信与互惠,通过相互合作而促使订单式农业发挥更

大作用.

　　总体而言,社会企业的服务创新兼顾社会公益和经济收益的特性,这正好契合农业遭遇

“瓶颈”问题的解决方式.本文研究贡献在于:一是梳理并分析了契约农业的不同体现形式

及演变过程,基于目前阶段的交易式农业和订单式农业的特点,提出契约农业继续向关系式

农业和集中式农业演进的逻辑,将契约农业的体现形式拓展到一个新的范畴;二是面对农业

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以及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将社会企业应用到农业层面,社会企业通

过嵌入机制真正实现了农业供应链的运营模式创新和转型升级.但如何将社会企业融进农

业供应链仍旧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下一步拟聚焦四川民乐村和山东有田农业等农

业社会企业的典型案例,以特征组采集实证样本,分析农业社会企业与农户之间相互接受、
融合及协同发展的运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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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HowtoachievetheinnovationinproducerservicesinChinaisoneconcern
ofagroindustrypoliciesandacademiccircles．ThispapersortsouttheevolutionofconＧ
tractagriculture,andshowsthattheexcessiveprofitdrivenfeatureoftraditionalagriculＧ
turalcompaniesleadstolowefficiencyofagriculturalsupplychainsandseriouslyrestricts
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rporation＋farmer”mode．ThispaperusessocialfuncＧ
tionofsupportingvulnerablegroupsandsustainablebusinessoperationpossessedbysocial
enterprisestointroducerelationalandstructuralembeddednessmechanisms,andexplores
businessmodeinnovationoftraditionalmaketoorderagriculturebyagriculturalsocialenＧ
terprises．AnditemploysthedataofvillagesurveytoverifythisviewandcomestothefolＧ
lowingconclusions:firstly,theparticipationofagriculturalsocialenterprisesnotonlymotiＧ
vatesfarmerstobeengagedinagriculturalproduction,butalsoisveryhelpfultotheimＧ
provementoffarmerperformance;secondly,highlevelrelationalandstructuralembedＧ
dednessmaybindtheinterestsoffarmerstothatofsocialenterprises,andmaygreatly
promotethe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thirdly,thereisaneedtoexＧ
ploreanewbusinessmodeltodiversifytheagroindustrysincetraditionalmaketoorder
agriculturehasdifficultyinadaptingtothedevelopmentofmodernagroindustryinnew
situa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socialenterprise;maketoorderagriculture;socialembedＧ
dedness;relationalembeddedness;structuralembed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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