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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显著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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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山东省枣庄市２８３个农户为例，在对影响农户安全生产供给一般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有效识别出了影响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显著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经营者的性别、农户对国家禁止农

药的认知和使用农药情况都对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影响显著。农户供给农产品的渠道和是否进行品牌包

装、政府信息宣传也强烈影响着所供给农产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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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
问题。在食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农户是否能够生

产和供给安全农产品，已经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中

关键的一环。受资源稀缺性的制约，现代农户在

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高度依赖化肥、农药、生长

调节剂等化学品的投入，造成了水、土壤和大气

的污染，进而影响了农产品的安全性。可以说，

农户的生产和经营行为直接关系到食品的质量安

全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影响农户安全生产

供给农产品的因素，通过Ｌｏｇｉｔ模型有效识别出了
影响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显著因素，针对这些

因素进一步分析，进而寻找出解决农产品安全供

给问题的途径。

一、研究综述

为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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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供给的因素开展了较多的研

究，其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这

一行为进行了探讨。张晓凤等人认为农户安全供

给农产品的行为是一种以利润最大、风险最小为

目标的理性行为，在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等社会

因素的制约下追求着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也就是说农户是否安全供给农产品是根据当时面

临的环境而做出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１］。王建华

等人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来分析影响农户安全

生产的主要因素。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观因素

方面农户的年龄、婚姻状况、打工经历、家庭土

地规模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农户

性别、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对农户安全生产行

为的影响不显著，在客观因素方面，农药价格、

农产品的主要用途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显著。

而农产品的预期售价对其无明显影响［２］。赵建欣

等人也对此作了相关方面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

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不同模式下的

农户将有不同的农业技术选择、投资决策和生产

经营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蒋

永穆、高杰定性分析了不同组织模式下 （分散农

户、“公司 ＋农户”组织和 “公司 ＋合作社 ＋农
户”组织）农户的主体特征及行为选择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影响［３］。施轶坤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八个方面对农户农产品生产产生正面影响，

但文章只说了合作社好的一面，忽视了其不利的

因素［４］。张丽艳等分析了 “公司 ＋农户”模式的
运行缺陷并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５］。可见，

许多学者也试图探寻高度发达的农业组织形式来

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不单单是指农户在生产环

节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还指农户在销售环

节也要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因此，不少学

者也对农产品的流通模式进行了分析。沙米拉·

色依提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主流的５个农
产品流通模式进行了效率比较，其比较结果显示

农超对接、农户直销的流通模式是高效率的，而

物流主导模式、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模式和龙头

企业为主体的模式是低效率的［６］。刘晓峰实证分

析了农户选择 “农超对接”模式意愿的影响因

素，发现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是促进农户参与该

模式的有力措施［７］。

以上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学者在农产品质量

安全研究方面的基本动态，对改善农户农产品质

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但还有

一点不足是缺乏对农户从生产到供给两个层面上

来研究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实施意愿。因此，

本文欲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山东省枣庄市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择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意

愿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农户自身特征变量、生

产经营特征变量、认知特征变量和外界环境特征

变量。农户自身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农户种植面积。认知特征变量包括对无公

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否了解、是否知

道国家禁止使用哪些农药、是否了解农药残留问

题。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包括参与产业化组织状况、

对产地环境检测、农药施用情况、农产品的销售

方式及渠道、是否创建品牌。外界环境特征变量

包括政府的信息宣传，对农户资金、技术方面的

支持以及对农户供给不安全食品的处罚。

根据上述变量选择，本文共选取了４类１６个
小变量来进行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变量的名称解释详见表１。

三、样本数据获取

数据来自２０１３年９—１０月在枣庄市３个地区
８个镇完成的３００份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随
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３００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
卷２８３份。以下对样本数据情况做详细分析。

农户自身特征方面：在所调查的２８３个农户
中，男性为４６６４％，女性为５３３６％。农户中主
要参与者年龄在２５岁以下的为１７５％，２５～３５
岁的为１３８９％，３６～４５岁的为２４３１％，４６～５５
岁的为 ３７７５％，５６岁以上的为 ２２３０％。以上
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

业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表现出老龄化倾

向而且以妇女居多。在这些业主中受教育程度是

小学及以下的为 ４０３０％，受过初中教育的为
２８０４％，高中教育的为１８４８％，大专或本科教
育的为１３１８％。在调查的所有农户中没有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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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业主。可见农民的文化程度普

遍偏低，这将对农产品安全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家庭耕地面积也会对农产品的安全生产产生

较大影响。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大，就越容易进行

规模化经营和管理，就更利于农产品的安全生产。

在所调查的２８３个农户中，耕地面积在 ０２ｈｍ２

以下、０２～０３３ｈｍ２、０３３ｈｍ２以上的比例分别
为４９４７％、３４９８％和１５５５％。

表１　模型变量的解释说明
类别 变量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 （Ｙ） 安全供给农产品，Ｙ＝１；不安全供给农产品，Ｙ＝０

农户自身特征

性别 （ｘ１） 女＝０；男＝１

年龄 （ｘ２）
＜２５岁 ＝１；２６～３５岁 ＝２；３６～４５岁 ＝３；４６～５５岁 ＝４；
＞５６岁＝５

文化程度 （ｘ３）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或中专 ＝３；大专或本科 ＝４；
研究生及以上＝５

种植面积 （ｘ４） ＜０２ｈｍ２＝１；０２～０３３ｈｍ２＝２；＞０３３ｈｍ２＝３

认知特征

是否了解绿色、有机、

无公害食品 （ｘ５）
完全不了解＝１；了解一点＝２；比较了解＝３；非常了解＝４

是否了解国家禁止使用

的农药 （ｘ６）
不知道＝１；多少知道一些＝２；知道很多＝３

是否了解农药残留的

概念 （ｘ７）
完全不了解＝１；了解一点＝２；比较了解＝３；非常了解＝４

生产经营特征

产业化组织状况 （ｘ８） 分散农户＝０；参加 “公司＋农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１
产地环境检测 （ｘ９） 无检测＝０；对产地环境有检测＝１
使用剧毒农药情况 （ｘ１０） 从不使用＝１；偶尔使用＝２；经常使用＝３

施药是否考虑间隔期 （ｘ１１）
完全不考虑间隔期＝１；多数不考虑 ＝２；多数会考虑 ＝３；一
定会考虑＝４

出售农产品的渠道 （ｘ１２）
沿街销售或走街串巷叫卖＝１；集市自售＝２；小商田间地头收购
＝３；批发市场＝４；有专门的公司或超市来订购＝５；出口＝６

出售农产品时是否有自

己的品牌 （ｘ１３）
无品牌＝０；有品牌＝１

外界环境特征

政府信息宣传 （ｘ１４） 无信息宣传＝０；有信息宣传＝１
政府对资金、技术方面

的支持 （ｘ１５）
无支持＝１；有资金或技术支持＝２；既有资金又有技术支持＝３

农户出售不安全食品是

否会受到惩罚 （ｘ１６）
从没受到处罚＝０；受到处罚＝１

　　农户认知特征方面：农户对农产品安全的认
知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要生产

安全农产品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安全农产品、了解

国家禁止使用哪些农药、了解农药残留的概念。

对什么是安全农产品完全不了解和了解一点

的为２１２０％和３９９３％，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的
为２８９８％和９８９％。可见绝大多数农户对安全
农产品的认知度是不高的，这种情况下要求农户

生产出安全农产品是很困难的。仅有１９７９％的

农户非常了解国家禁止使用哪些农药，５４０６％的
农户多少知道一部分，甚至有２６１５％的农户基
本上不知道国家禁止使用哪些农药。在农药残留

认知方面，１２０１％和３５３４％的农户完全不了解
和了解一点，３０３９％和２２２６％的农户非常了解
和完全了解。

生产经营特征方面：在本次调查的２８３户农
户中，分散农户有１６５户，所占比例为５８３０％，
参加农业组织的农户有１１８户，其中参加农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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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的农户有 ５０户，参加 “公司 ＋农户”
形式的农户有６８户。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地环境进
行检测的并不多，在 ２８３户农户中只有 ３０７８％
的农户对产地环境进行了检测。为了达到杀虫、

治病效果，还有２０４９％的农户经常使用剧毒农
药，６００７％的农户偶尔使用一下，仅有１９４３％
的农户从不使用剧毒农药。在施药时还有２４７％
的农户和１２０１％从不考虑和偶尔考虑一下间隔
期，７４２０％的农户在施药时多数会考虑到间隔
期，１１３１％的农户为减少农药残留特别注重施药
间隔期问题。

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渠道也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性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调查结果显示，农户销售农

产品的主要渠道是集市自售，占３２１６％。其次是专
门超市或公司订购，占２１２０％。一旦农产品出现安
全问题，其品牌是是否可以实现可追溯的重要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出售时有自己品牌的仅占所有农户

的３０４７％。
外界环境方面：在调查中发现，农户在农业

生产中主要缺资金、缺技术和缺有效信息。但得

到过政府信息宣传的有４０２８％的农户，得到过
政府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农户有 ４５５９％。可见，
政府对农业投入还是相当不足的，这不利于农产

品安全生产。而８６２２％的农户在生产和销售农
产品过程中从未受到过处罚，可见政府对农户供

给农产品行为监管还不够。

四、安全供给意愿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ｔ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农户在各个影响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安全

供给农产品的意愿有两种：安全供给和不安全供

给，这是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因此，本文选择

计量经济学中典型分析此类问题的二元 Ｌｏｇｉｔ模
型，以确定影响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的主要

因素。其表达式为：

Ｐ＝Ｆ（ｙ＝１｜ｘｉ） ＝
１

１＋ｅ－ｚ
（１）

其中，ｚ是变量 ｘｉ（ｉ＝１，２，…ｎ）的线性
组合，即：

ｚ＝ｂ０＋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ｎｘｎ （２）

由 （１）式得　 ｐ
１－ｐ＝ｅ

ｚ （３）

两边取对数，并进行泰勒展开，有

ｌｎ ｐ
１－ｐ≈ｌｎ

ｐ
１－ｐ＋

ｅ
ｐ（１－ｐ）＝ｂ０＋ｂ１ｘ１＋

ｂ２ｘ２＋…＋ｂｎｘｎ＋ζ （４）
其中，ζ为随机误差。
（１）式中 ｙ表示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意

愿，ｙ＝１表示农户愿意供给安全农产品，ｙ＝０表
示农户不愿意供给安全农产品，Ｐ表示农户愿意
供给安全农产品的概率，ｘｉ（ｉ＝１，２，…ｎ）表示
可能影响农户供给安全农产品的因素。

（二）模型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为了使模型拟合效果达到理想状态，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逐步筛选策略 （向前：ＬＲ）
剔除了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其剩余变量都在

１０％水平上统计显著。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具
体解释如下：

（１）在农户自身特征中只有农户性别对农户
农产品安全供给有显著影响。以女性为参照的情

况下，男性较女性使ＬｏｇｉｔＰ平均增长了１１７６个
单位，男性采取安全供给行为的发生比是女性的

３２４倍，可见男性更倾向于供给安全农产品。
（２）在农户认知特征中农户是否了解国家禁

止使用的农药对农产品安全供给影响显著。在以

“不知道”为参照水平下，“多少知道些”水平下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在０１的显著水平下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知道很多”水平下的回归系数是

３３９１，且在００５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见，对国家禁止使用农药非常清楚的农户供给

安全农产品的发生比率是对国家禁止农药不知情

的农户的２９６８８倍。
（３）在生产经营特征中农户使用剧毒农药这

一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均为正，但只有 “偶

尔使用剧毒农药”的回归系数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
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发生比是经常使用剧毒农

药农户的 １７５７３倍。而 “从不使用剧毒农药”

的回归系数在１０％水平上不显著。
出售农产品渠道对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的影

响较为复杂，且不同渠道上所表现的显著水平不

同。尽管在集市自售、小商贩田间地头收购和批

发市场这些渠道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系数均为负，但在
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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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销售渠道与走街串巷这一渠道对农户安全供给

农产品行为的影响并无差别。专门有公司超市来

订购和出口这两个渠道下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００５水平下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公
司、超市来订购和出口这两个销售渠道对农户的

安全供给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且发生比分别是走

街串巷这一销售渠道的８５０５倍和２１３９倍。
出售农产品时是否有品牌对农户安全供给农

产品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００５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户出售有品牌的农
产品的安全性强于没有品牌的农产品。

（４）在外界环境特征中政府农业信息宣传也
对农产品安全供给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可见，

政府向农民发布各种市场信息、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信息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安全生产意识，

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安全供给。

表２　农户农产品供给意愿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模型回归结果

选入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女） １１７６ ０４９１ ５７２２ １ ００１７ ３２４０

是否了解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不知道） — — — — — —

多少知道些 １７８６ １１６３ ２３６０ １ ０１２５ ５９６６

知道很多 ３３９１ １２７２ ７１０３ １ ０００８ ２９６８８

使用剧毒农药情况 （经常使用） — — — — — —

偶尔使用 ２８６６ ０９７７ ８６０３ １ ０００３ １７５７３

从不使用 ０９２０ ０６９６ １７４９ １ ０１８６ ２５０９

出售农产品渠道 （沿街销售或走街串巷叫卖） — — — — — —

集市自售 －０３１９ ０６１２ ０２７２ １ ０６０２ ０７２７

小商贩田间地头收购 －１４４９ ０７７４ ３５０３ １ ００６１ ０２３５

批发市场 －０５７１ ０７５３ ０５７４ １ ０４４９ ０５６５

专门公司、超市来订购 ２１４１ ０８６６ ６１０６ １ ００１３ ８５０５

出口 ０７６１ ０２５１ ９１４７ １ ０００２ ２１３９

出售农产品时是否有品牌 （无） ２２０９ ０６５４ １１４００ １ ０００１ ９１１０

政府信息宣传 （无） １１０９ ０５１２ ４６８７ １ ００３０ ３０３２

常量 －４９３９ １２５５ １５４７７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注：－２对数似然值为１６２０８５，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方为０５５５，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方为０７４１。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２８３个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的分
析，发现了显著影响农户安全供给的影响因素。

农户经营者的性别、对国家禁止农药的认知和使

用农药情况都对农户安全供给农产品行为影响显

著。农户供给农产品的渠道和是否进行品牌包装

也强烈影响着所供给农产品的安全性。而政府向

农户宣传的农业信息、食品安全信息也极大地保

证了农户供给农产品的安全性，与理论预期基本

一致。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规范农户使用农药行为

农药是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提高农业产

量的重要手段。但农药本身又是一种有毒物质、

若过量使用、不考虑间隔就会导致食物中存在大

量农药残留，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要规范农户使用农药的技术行为。要开展农

药施用技术培训，采用多元化手段向农户提供每

种农药的安全性、用量和使用方法，最大限度地

发挥使用农药对农业产量和质量安全性所带来的

正面影响作用。

（二）提高农产品出售渠道的质量安全准入标准

以出口和公司、超市订购渠道销售的农产品

比以其他渠道销售的农产品安全性更高，其原因

是沿街叫卖、集市自售等方式对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没有过多要求。当农产品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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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反映农产品质量安全差别时，就会出现

“劣币逐出良币”现象。所以要通过检测、认证

和创建农产品品牌等方式来提高这些渠道的农产

品准入标准，从而保证所销售农产品的安全性。

（三）加大政府信息宣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户主要靠自己的经验

来生产农产品，安全生产意识比较薄弱。所以，

对农民进行食品质量安全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

民综合素质、增强农民的质量安全意识是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向农民发布各种市

场信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信息，举办安全生产

知识讲座，努力把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知识、

新理念传播到农户中，以期提高广大农民的安全

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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