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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渠道权力角度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增强农户流通渠道影响力的作

用。基于在海南省 8 个市县调研取得的 701 份问卷数据，对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增大

农户影响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的实际作用有限; 虽然合作社能增加农户收入、
提高议价能力、提高销售现代化特征等，但也制约了农户分级处理农产品、获取信息能力地

提升; 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往往更依赖于固定的收购方。因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户实行

多样化补贴，合作社实行少品种专营并逐步完善管理制度，政府和合作社应当联合采取措施

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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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全国冬季蔬菜的菜篮子基地、热带水果基地，每年冬季，全国近 70% 的蔬菜依靠海南供

应。在这种供销形势下，海南农民在蔬果流通体系中应享有较高影响力，拥有一定的定价权。但近年

来频见海南椒类蔬菜“卖难”①、香蕉“卖难”②、瓜果菜零售价居高不下③等新闻同时见诸报端。在海

南果蔬市场中，瓜菜“卖难”和“买难”、“卖贱”和“买贵”等现象常常并存。《海南日报》2015 年 1 月

30 日的一则报道就是例证: 农户在田头出售的菜心每公斤 1 元多钱，到了批发市场的批发价格是 1
块 2 毛钱，而到蔬菜摊头出售给消费者时已经涨到每公斤 8 元钱。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因农户分

散进入市场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海南热带农产品流通过程呈现无序性和低效率态势( 张德生，2008) ;

由于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和流通成本结构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 赵伟，2009 ) ，传统农户在市场流通体

系中的权利被弱化。鉴于此，李昆鹏等( 2013) 认为，解决农户渠道权力弱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户

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产品合作社。借助发展专业合作社，农户可以通过横向联结，有组织地集体进入

市场，从而显著提高生产者在流通体系中的影响力，从而保障农户生产者的基本利益。
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实现“小农

业”与“大市场”的对接发挥关键作用( Gürel 等，2005; Gao，2009; 刘刚，2013)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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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组织化的主要形式，能够帮助农户增加收入、改进生产经营技术与管理技

术、提高议价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保证农产品流通体系高效有序的运行( Deng，

2010; 向子欣，2012; 李靖等，2014; 杨伶俐，2014) 。我国自 1994 年在山西定襄等 4 个县建立第一批农

民专业合作社试点以来，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 Deng，2010)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

地兴起。政策支持、经济法律和文化凝聚以及外部市场条件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 ( 李

道和等，2014) 。不断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张晋华等( 2012) 研究表明，农业经济作物所占比例、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小农户数量与农民合作

社促进农户增产增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姜松等( 2013) 基于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截面数据的统计分

析证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联合经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在经济实践中，

“三农”问题日益得到普遍重视，中央政府连续多年出台惠农政策支持农村产业化发展。在 2014 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出了“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

农民合作社，引导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肩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使命的农民合作社被各界

寄予厚望。
从理论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改善广大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弱势

地位。例如，于晓霞等( 2008) 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达成集体谈判合约，能够提高农户在农产品

市场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帮助农户重新获取农产品定价权。刘自敏等( 2013 ) 指出，农民专业合作

社能显著提高农产品加工和商品化率，促进农业分工，进而扩大农产品市场范围、提高农民收入，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许金立( 2014) 从农产品物流与流通角度讨论了农户分散和小规模经营障碍问题，建

议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农产品供应链，从而增强农民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影响力。
海南是全国“菜篮子”，反季节蔬菜在全国有良好的市场，热带蔬果本身具有产品特色。同时，

海南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截至 2014 年，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达 8581 家①。理论

上而言，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能够充分发挥服务效用，帮助农户提高流通渠道影响力。然而，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并未有效缓解海南果蔬农产品“两头叫、中

间笑”的困境: 由于海南热带果蔬等农产品具有易腐烂、储藏成本高等特点，迫使当地农户不得已

降价尽快卖出，客观上削弱了农户的定价话语权。再加上海南农业生产经营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农户普遍是分散进入市场，资金周转能力不足，自我变革能力很弱。因此，在流通第一环节，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就很低，而农机物资价格、土地租金较高，农户种植成本居高不下，致使在当前销售

渠道体系下，海南各市县种植农户的利润较薄，卖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却畸高。解决问题关键要

保证渠道各方的权力均衡( 张闯等，2005 ) 。然而，在海南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农产品定价权力和资

源配置在生产者和流通中间环节主体之间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有研究表明，在鲜活农产品流通体

系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了平衡利益分配、减少信息不对称、形成规模化生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

的重要作用，使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刘刚，2013 ) 。此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并

未有效改善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发挥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促进农村市

场经济发展等作用。
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改变农户无序无组织进入市场局面? 是否有助于扩大海南果蔬农产品

种植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 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调查与研究。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采用渠道权力表征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对比

两类农户( 加入合作社农户与没有加入合作社农户) 情况，分析两类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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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增大了农户渠道权力，并试图针对如何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提

出政策建议。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一) 变量选择

渠道权力是一种依赖关系的结果，即渠道成员为达到预期收益对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依赖程度。
以渠道权力来表征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可从农户收入水平、生产者流通效率、农民生

产经营水平、对市场信息的熟悉程度、农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以及资金周转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判。基于此，本文将评价渠道权力的变量设定为 3 个方面，分别为种植特征因素、销售特征因素、满意

度评价特征因素，具体内容及与渠道权力的相关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设计的依据

变量分类 变量具体内容 变量所反映的经济内容及与渠道权力的相关方向

种植特征因素
种植品种
种植成本( 元 /亩 /年)
种植收益( 元 /亩 /年)

计算成本与收益之比( 负相关)
计算收益与农产品最终市场价值之比( 正相关)
农户的资金周转能力( 正相关)

销售特征因素

主要的销售途径
销售途径的固定程度
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将农产品进行分类处理的频率
对市场信息的熟悉程度
讨价还价的频率

农户最依赖的收购方
农户对主要收购方的依赖程度( 负相关)
农户生产经营的现代化水平( 正相关)
农户生产经营的现代化水平( 正相关)
产销双方信息对称程度( 正相关)
农户的议价能力及对收购方的依赖程度( 正相关)

满意度评价特征因素

农户对收益状况的满意程度
考虑改变销售渠道的频率

这一部分的变量主要用于将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没
有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进行比较，考量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服务能力

“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没有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户的两种不同渠道权力。而“是

否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定序变量，根据定序变量一般设定原则，将其设定为: 没有参加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0，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 1。鉴于销售特征和满意度评价是衡量农户状况的重要指

标，本文着重考虑农户销售特征因素和满意度评价特征因素，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哪些方面作用显

著，进而试图为农民合作社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议。各变量与评价农户流通渠道权力变量设定一致，具

体变量名称与释义说明如表 2 所示。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对海南省主要农业市县种植农户、农村经纪人、专业合作社等的实地

调查。问卷调查选取了海南省下辖的海口市、三亚市、乐东市、澄迈市、文昌市、琼海市、陵水市、儋州

市 8 市县，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式，参考各市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在海口市和三亚市分别选取

4 个镇，其余地区均为两个镇，选取地均为海南果蔬农产品的重要产地。随机向每镇农户发放 40 份

问卷，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800 份，实际收回 753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和有明显填写雷同问卷后剩余 723
份。通过协方差分析，发现种植成本、亩产量、收益状况对农户 3 种特征因素均有显著影响，从而分别

计算其标准值，按 3σ 原则剔除了含任一异常值的问卷，最终剩余有效问卷 70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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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设定及释义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设定

种植特征因素

种植品种 1 =蔬菜，2 =水果

种植规模 连续型变量

种植成本 连续型变量

销售蔬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
1 =0 ～ 20% ，2 = 20% ～ 40% ，3 = 40% ～ 60% ，4 = 60% ～
80% ，5 =80% ～100%

销售特征因素

销售收益 连续型变量

销售途径的固定度
1 =完全不固定，2 =有一点固定，3 =适中，4 =基本固定，5
=完全固定

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1 =步行，2 =自行车，3 =摩托车，4 =农用卡车，5 =其他

农产品分类的频率
1 =完全不分，2 = 偶尔分，3 = 有时分，4 = 经常分，5 = 总
是分

对市场信息的熟悉度
1 =不熟悉，2 =有一点熟悉，3 =适中，4 =基本熟悉，5 =很
熟悉

满意度特征评价因素

讨价还价的频率 1 =完全不，2 =偶尔，3 =有时，4 =经常，5 =总是

考虑改变销售渠道的频率 1 =完全不，2 =偶尔，3 =有时，4 =经常，5 =总是

对收益状况的满意度
1 =不满意，2 =有一点不满意，3 =还可以，4 =基本满意，5
=很满意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分析

( 一) 模型选择

1. 在研究两连续型变量之间关系时，采用线形回归分析方法。从种植特征因素分析农民专业合

作社对渠道权力影响时，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收益，解释变量为规模。由于种植品种也是影响农产品

产出与农户收益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引进种植品种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否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设定为虚拟变量，目的在于求证规模化生产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益，同时检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

农民收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横向联合。其中，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这一虚拟变量利用加法方式引入线性方程中，用 D 表示:

D = 1 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0{ 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用加法方式引入虚拟变量，是由于用加法方式，改变的是线性方程的截距，可通过截距的变化观

测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年平均收益的影响。
引入虚拟变量后，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定义式为:

y = "+ #χ1$%χ2 $&D + ’
其中，y 表示平均年收益; χ1 表示种植面积; χ2 表示种植品种; D 表示虚拟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

是一个随机变量; "表示常量，即方程的截距; 其它为偏回归系数。
2. 研究定序型变量在不同条件下的情况是否有显著差异时，采用交叉列联表的分析方法，列联

表分析包括两大任务，其一为根据样本数据编制列联表，其二是对两两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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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用于衡量渠道权力的销售特征因素、满意度评价特征因素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属于定序型变量，

在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时，可根据卡方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卡方检验的检验统计

量为 Pearson 卡方统计量，其数学定义为:

χ2 =∑
r

i = 1
∑

c

i = 1

f0ij － fe( )
ij

2

feij
其中，r 为列联表的行数; c 为列联表的列数; f0为观测频数; fe为期望频数。
( 二) 分析过程

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身收益，农户收益相对高可以表明流通中间环节

赚取的利润比较低，农户的渠道权力相对大，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较大。基于此，本文首先引

入虚拟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收益与种植规模、种植品种之间的关系，论证依靠农民专业合作社，促

使种植面积扩大，进行规模化生产，是否可以提高农户收益; 然后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指标

计算，进一步分析海南农户种植品种对其流通效率的影响力; 考虑到销售特征指标和满意度评价特征

指标为定序性变量，因此可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法，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在哪些方面对农户流通

渠道中的权力产生影响。
1. 统计回归分析。按照前述模型建立方法，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y = 4198. 939 + 30. 8χ1 － 59. 945χ2 + 1776. 942D
通过 SPSS 统计分析工具，对此线性回归方程的各种检验结果如下: 拟合优度检验中，Ｒ= 0. 623，

拟合度较好; 判定系数显著性检验，对应的 P 值( 即 Sig) 近似为 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本文还对 3 个

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见表 3) 。P 值均接近于 0，回归系数与零有显著差异，认为被解释变量 y 与解

释变量 χi 的线性关系显著。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各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

项目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T Sig.

常数项 4198. 939 239. 898 17. 503 0. 000

有没有加入过当地的农业合作组织 1776. 942 295. 849 0. 181 6. 006 0. 000

种植面积( 亩) 30. 800 1. 771 0. 527 17. 396 0. 000

种植品种 －59. 945 11. 536 －0. 155 －5. 196 0. 000

因变量: 收益状况( 元 /亩)

综上所述，此线性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能够反映变量间相关关系。回归方程，虚拟变量 D 的系

数为 1776. 942，说明样本中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平均每亩年收益比一般的农户高 1776. 942
元。在调研访谈中也得到印证: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年每亩地可以额外获得 600 ～ 800 元补助，扣

除补助后，平均每亩年收益净增 977. 942 ～ 1176. 942 元，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农户收益方面发

挥显著作用。种植面积与种植收益成正相关关系，种植面积每增加一亩，农户每亩年收益平均增加

30. 8 元，因此农户通过扩大种植面积可增加收益。然而，单个农户囿于资金和劳动力有限，难以实现

规模化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种植品种与农户收益为负相关，这表明农户

选择合适的种植品种才会对收益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在选择合适品种的前提下，农户加入专

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种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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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指标分析。由前述多元线性回归过程可以看出，种植品种的不同对农户的收益有显著影

响，那么不同品种的蔬果对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有何不同的影响呢? 本部分将通过计算出来的指标，衡

量不同的种植品种对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考虑到本次调查取得的蔬果品种繁多，依次计算

各个品种的流通效率任务繁多，结论冗长，所以选取调查中样本量较多且具有明显热带特性的 4 种蔬

果: 香蕉、芒果、青椒和豇豆，其中香蕉和芒果作为水果品种的代表，青椒和豇豆作为蔬菜品种的代表，

分别计算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不同渠道下的生产者流通效率。张

磊等( 2011) 认为生产者的流通效率可以通过投入( 成本) 与产出之比衡量，洪涛( 2012) 表示产销之比

也是衡量流通效率的重要方式。本文将参照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即通过计算成本与产出比和收入与

最终农产品价格比衡量不同渠道下的流通效率。计算方式如下:

首先，分别计算 4 种品种的平均亩产量( 珚M) ，农户的平均收益( 珚Ｒ) ，其次分别调查 4 种蔬果的一

般市场价格( 珔P) * ，则 4 种农产品的最终价值为 珔P珚M，农民收入占最终农产品价值的比重( 用珋r 表示) 为

珋r = Ｒ
－

PM
－ ，珋r 越大，表明农户的生产流通效率越高;珋r 越小，表明农户的生产流通效率越低。用成本与收益

之比表示农产品成本占农产品销售额的比重( 用 珔w 表示) ，随着 珔w 值不断增大，流通效率逐渐降低，农

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变小。

表 4 生产者的流通效率

品种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 1) ( 2) ( 3) ( 4)

Ｒ 值 W 值 r 值 w 值

香蕉 0. 514 0. 484 0. 530 0. 500

芒果 0. 391 0. 466 0. 230 0. 519

青椒 0. 610 0. 528 0. 384 0. 767

豇豆 0. 471 0. 910 0. 479 0. 514

表 4 给出了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生产者流通效率关系的计算结果。第( 1 ) 列和第( 2 ) 列

计算了在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渠道下，农户的流通效率，即收入与最终农产品价格比 Ｒ，成本与

收益比 W。相应地，第( 3) 列与第( 4) 列给出了没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渠道下农户流通渠道，分

别用 r、w 表示。通过对第( 1) 列与第( 3) 列，第( 2) 列与第( 4) 列的对比分析得出，第一，种植香蕉、芒
果的农户中，加入了合作社农户的 W 比没有加入合作社农户的 w 小，而和农民收入与最终农产品价

值比正好相反，即 Ｒ 大于 r，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降低相对成本方面有促进效应，在提高农民收

入占最终农产品价值比重方面效果不明显。在种植青椒的农户中，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收入与最终农

产品价值比 Ｒ 相对于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大，成本与收益比 W 小，种植青椒的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对降低相对成本与提高相对收益方面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种植豇豆的农户，加入农民专业

合作社反而大幅度提高了相对成本。第二，比较 4 种蔬果的指标，可以得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帮助

种植青椒的农户提高流通效率、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方面促进作用相当显著，而其他品种没有明显区

别，说明品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效果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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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流通效率的计算结果得出，农户生产成本高，收入低下，资金力量薄弱。此外，在传统生产经

营技术引导下的小农经营方式，海南农户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技术比较落后，需要农户十分忙碌，除去

农户外出打工可以赚得收入的机会成本* ，农民成本相对较高，收入微薄，导致流通效率低下。农户

收入占农产品最终价值的比重较小，说明资源与权力在流通渠道各主体间的配置属于失衡状态，农户

取得收益较少，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较小。
3. 交叉列联表相关分析。通过线性回归和指标计算，分析了种植规模和种植品种对流通渠道的

影响，即仅仅从种植特征因素评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而正如前文所

示，销售特征因素和满意度评价特征因素也是衡量渠道权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

法，将农户是否参加合作社与销售特征因素和满意度评价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在两种条件下，

农户的渠道影响力是否有显著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种植品种对流通渠道有显著影响的结果，所以有

必要在交叉列联表分析中按照种植品种是否分类，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流通渠道中

的影响力。交叉列联表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卡方检验结果

项目

Pearson 卡方值

未分类
分类

蔬菜 水果

渐进 sig
( 双侧，显著性水平为 0. 05)

未分类
分类

蔬菜 水果

Spearman 相关系数

未分类
分类

蔬菜 水果

销售途径的固定程度 26. 993 22. 080 9. 874 0. 000 0. 000 0. 043 0. 153 0. 196 0. 089

农产品分级处理的频率 25. 783 25. 169 17. 194 0. 000 0. 000 0. 002 －0. 093 －0. 103 －0. 097

农户拥有的交通工具 38. 706 39. 943 8. 414 0. 006 0. 298 0. 000 0. 155 0. 090 0. 215

对市场信息的熟悉度 25. 107 20. 617 31. 347 0. 000 0. 000 0. 000 －0. 063 －0. 171 －0. 039

讨价还价的频率 94. 885 86. 564 17. 661 0. 000 0. 000 0. 002 0. 239 0. 343 0. 113

考虑改变销售渠道的频率 38. 693 20. 337 22. 597 0. 000 0. 000 0. 000 －0. 239 －0. 222 －0. 266

对收益状况的满意度 20. 558 18. 231 7. 661 0. 000 0. 001 0. 043 0. 153 0. 196 0. 089

注:“未分类”表示不考虑品种的影响，“分类”表示分别分析蔬菜和水果的情况

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的原假设为: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的渠道影响力无差异。由交

叉列联表的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卡方值的概率 P 值，即双侧渐进 sig 值，均小于 0. 05，因此拒绝原假

设，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的渠道影响力是有差异的，即农民合作社与农民在流通渠道中的

影响力有一定的联系。结果表明，经营单一品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数据按品

种拆分文件后再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比较两种情况下，各行列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如果

经营单一品种，卡方值和相关系数增大，说明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可以更好地发挥服务能力，帮助农户

提高在渠道中的影响力，而多品种混合经营则不利于合作社发挥优势。但由卡方值和 Spearman 相关

系数得知，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不超过 0. 3，可以认为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在流通中的

渠道权力相关性较弱，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促进效果有限。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经营特征

因素只有弱相关关系，说明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若农户根据自己种植的品

种、规模、地理条件等种植特征选择合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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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与销售的指导与服务，因地制宜，带领农户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农产品的产

业化与市场化。若农户对加入合作社没有明确的目的，对合作社的工作事务缺少了解，面对实际情况

参差不齐的农户，合作社不能充分发挥专业化的优势; 而农户盲目加入合作社，可能只是为了获取政

策性利益，缺少参与事务的积极性，缺乏对合作社服务能力的评价与监督，导致合作社不能统筹其生

产与经营，不能充分实现相关事务( 王勇，2012) ; 而合作社对农户没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在没有仔细

考虑未来运作效率的情况下随意招揽农户，有可能仅仅是为获取国家政策性福利而成立的“空壳合

作社”。
( 三) 结果讨论

从种植特征角度分析，不同种植品种对农户的生产流通效率影响较大，因此，农户应因地制宜，选

择合适的种植品种。实证结果显示，经营单一品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农户提

高其在渠道中的影响力，而多品种混合经营则不利于合作社发挥优势。
从销售特征因素和满意度评价特征角度分析，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议价能力更强( 卡方值为

94. 885，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 239 ) ，农户考虑改变销售渠道的频率相对低 ( 卡方值为 38. 693，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0. 239) ，对收入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卡方值为 20. 558，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 153) ，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帮助农户提高收入以及增强渠道中影响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销

售途径看，48. 5%农户的销售渠道比较固定，21. 6% 农户不考虑改变销售渠道，说明农户销售途径比

较固定，对交易另一方依赖较强，降低了自身的渠道权力。对农产品按品相进行分类，加工处理，可以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数据显示，农户对农户分级处理果蔬、了解市场信息没有较强的相关性

(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别是－0. 093 和－0. 063) ，表明农户对农产品分类处理意识淡薄，一定程度影响

了种植农户在渠道中的谈判能力。农产品损耗率较高，反映出农户的生产经营技术与管理水平落后，

弱化了渠道权力。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弱，其中只有 28. 5% 农户认为自己对市场信息基本熟悉，这

也使农户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如果农户可以掌握市场的变化，以保证自己不至于陷于

“买方市场”，那么农户议价能力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并能维持在渠道中的合理权力。
总之，在海南农产品流通体系中，流通渠道中权力结构存在显著性失衡。农民合作社虽然对于农

户选择流通渠道发挥了指导作用，在帮助农户提高收入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合作社并没有实质

性地提高农户的渠道权力，同时由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产品分级处理意识更薄弱、相对更

忽略了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显然，农民专业合

作社应该在加强信息传递功能、指导农户经营等方面做很多工作。

三、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从数据分析过程和结果来看，合作社在发挥帮助农户提高收入、改善销售渠道以及提高流通效率

等作用时，其绩效都受到了经营品种的影响，经营单一品种可以提高农民合作社的作用，多品种混合

经营影响其绩效的提升。其次，线性回归和指标计算的结果可以肯定，合作社联合生产扩大规模可以

帮助农户增产增收，在利润分配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得到提高。加入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一定程度得力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补贴，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提供先进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技术、提供市场信息等服务时，应该积极争取政策性福利，帮助农户增

加收入的同时，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此结论与 Deng( 2010) 以 2003—2009 年对中国 380 个村镇的

研究结论相吻合。最后，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拥有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高的议价能力，对收入状况也

更加满意，资金周转能力更强。但合作社也限制了农户的渠道变革能力，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更加依赖

—75—

李世杰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增大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吗



于单一的收购方，信息获取能力趋弱，与既有研究结果相悖。本文将这种难以解释的因素归结于农民

专业合作社内部无序管理，合作社的内部制度及管理效率有待提高。
( 二) 政策建议

1. 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与有效监督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绩效有积极影响。除了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给予现金补贴外，政府职能部门应在其他方面帮助

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入。例如，可以应时应季发放农机物资、协助雇佣运输公司帮助缺少现代

交通工具的农户运输鲜果蔬等。同时，农用土地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零散化、碎片化现象，农用土地面

积远远达不到最优的种植面积，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推行土地流转制度，发挥农业用地规模化、标
准化优势，提高生产效率，最终提高农户收入。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普遍不具备及时获取市场信

息的能力; 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可以招募、引导部分大学生村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工作，逐步搭

建区域农产品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户传递市场信息，不断提高农户在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
2. 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能力、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效率，首先要

完善监督评估机制。从实地调研情况及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社缺乏一套完整

的监督与评估体系，管理和运营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与评估。可以设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评估，以及时掌握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和效益状况，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制定政

策和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其次要标准化、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

结果，减少对服务能力较弱的合作社的政策支持，清理“空壳合作社”，同时加强对产生效益服务能力

较强的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此举可以帮助能力大、效益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大规模，鼓励服务能力

较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更大作用。最后，应该鼓励小微合作社合并。微型合作社在农产品市场

交易中的议价能力非常有限，在农产品生产中无法收集足够信息来指导生产。小微合作社横向联合，

有助于强化入社农户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
3. 加强对农户的教育和引导。首先，从调查数据看，只有 29. 6%农户加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海

南已经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数量较多，但影响力普遍不大，需要向农户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知

识，提高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事务的积极性，降低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盲目性。此举将有

助于促进农民选择合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淘汰“空壳合作社”。其次，致力于应该适度提高合

作社门槛，提高入社农户的整体水平。中国农民合作社难以满足合作社本质规定的重要原因就是成

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邓衡山等，2014) ; 缩小成员差异性将促进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流通体系

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对农户申请入社时要加强对农户生产状况等方面的详细调

查。最后，引导入社农户主动参与合作社的监督与管理，主动争取合作社的帮助，而不是坐享其成或

者不闻不问。此外，合作社还要教导农户掌握现代销售策略，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主动提高其自身在

流通渠道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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