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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本收益对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内容提要：研判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形势的认识和农业经营体系现代
化方向及支持保护政策的选择。在新冠肺炎防控常态化和全球经济及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
的情况下，研判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本文基于粮食等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相关数据分析，研究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主
要是经济方面的，但利润应不是农民种粮的决定性因素，
而粮食生产的劳均现金收益对农民种
粮积极性影响相对较明显；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粮食生产组织体系中，家庭粮食安全等非经济
因素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较小。在深化农村改革和出台相关政策时，
国家要把握农民种粮积
极性变化，与时俱进地出台配套措施，巩固加强国家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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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020 年 12 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
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
坚持完善
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范围”
。
事关
让种粮农民有合理收益，事关农民种粮积极性，
国家粮食安全。怎样理解农民种粮收益？无论学术
界，还是社会舆论，都可能有不同见解。本文试图探
究农民种粮积极性与不同内涵的经济收益关系。
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形势有两个重要
现象：第一个是粮食比较效益低；第二个是粮食连年
增产丰收。如何看待这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整体上
看，对第一个现象普遍认同，而对第二个现象的看法
则未必高度一致。大致来说，对粮食连年增产丰收，
有的予以肯定，但也有对这一粮食总产量统计结果
存疑，甚至是否定。
人们从种粮效益偏低这一现象出发，推论对我
这并不奇怪。从逻
国粮食连年增产或丰收产生质疑，
辑上说，
种粮效益偏低和农民少种粮是统一的。既然
种粮不赚钱，
农民种粮积极性就一定缺乏。如果说种
粮效益偏低这个现象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形而上学
式逻辑推理的结论必然会对自 2004 年以来我国粮
食多年连续增产丰收的统计结果产生怀疑。虽然前
者是微观的判断，后者是宏观上统计的结果，但微观
与宏观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在我国粮食生产以
农民为主体的条件下，如果农民不愿种粮成为事实，
那么粮食多年连续增产丰收就失去微观基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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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种粮与粮食连年增产丰收两种现象，哪个是现
实的反映？或者两种现象都是现实的反映吗？
现实中，人们不仅可能根据逻辑推理对我国种
粮效益偏低和粮食连年增产丰收产生质疑，而且还
可能对我国现有粮食供给充裕的基本事实不予承
认。2020 年 4 月，国内局部地区曾出现市场
“抢粮”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不相信国内粮食产量高
和库存足的事实。既然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哪有粮
食连年增产丰收，
又哪有粮食的高库存？
回答微观上农民种粮积极性与宏观上粮食连
年增产丰收之间的关系，
对于引导粮食市场预期，
更
好地选择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人们通常
义。在粮食库存水平高和市场价格低迷时，
较少根据因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而对粮食连年增产
丰收产生质疑。在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处于非宽松状
态时，人们通常会根据因种粮效益偏低导致农民缺
乏种粮积极性而对粮食连年增产丰收产生质疑。
农民种粮积极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一般来说，
基于种粮亏本或者收益偏低，社会上普遍理所当然
地认为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这将影响到国家粮食
安全。但是，
也有观点不同意我国农民缺乏种粮积极
性，
认为我国农民种粮是出于“三农”
情怀，
或者其他
理由。为了更好地探讨我国粮食多年连续增产或者
丰收的微观基础，本文着重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
响因素展开分析，试图研究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经济
动力内涵，
同时还考察其他因素影响，
如家庭粮食安
全因素影响等等，但对补贴等政策因素影响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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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情怀等文化层面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本文基于粮食成本收益数据开展的农
民种粮积极性研究，
没有涉及补贴等支持政策措施，
绝不意味着补贴等支持政策措施对保护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不重要。
农民为什么种粮，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非
经济因素影响农民种粮？从理论上说，收益最大化
往往是市场主体选择经济行为的目标和动力。根据
农户家庭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的
动机在于同时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我国
农民种粮是出于经济利益与消费满足两个方面的动
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借助统计数据分析，按
照假设否定等逻辑方法开展论证。
在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农
民拥有生产经营决策自主权。从理论上说，粮食作
物收益率和收益水平直接决定农民是否种粮。除收
益最大化追求外，农民种粮还可能与种粮机会成本
低有关，与农民的风险态度有关。理论上的这些假
设能得到统计数据支持吗？
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种粮亏本或者比
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甚至有人将抛荒田、
大量农民工和种粮亏本等结合起来，认定我国农民
不愿种粮，从而否认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产丰收。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和回答：一是统计等数据
是否支撑农民种粮效益偏低甚至亏本？二是农民种
粮如果确实效益偏低甚至亏本是事实，但农民仍然
种粮，这是为什么？本文试图借助我国粮食生产成
本收益相关数据回答相关关键问题。

二、
种粮盈亏与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农民种粮亏本，这种观察是否可靠？利用
2019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和 2020 年《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不难验证我国粮食生
产比较效益确实不高。无论是亩均利润，还是劳均利
润，总体水平偏低，而且无法始终确保粮食生产有正
的利润。特别是我国粮食生产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已经出现连续 4 年亏损（负的净利润）。
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我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提供了核算粮食生产的效益指标数据，其中最重
要的是两个：净利润和现金收益。净利润基本上按照
现代会计学的口径和方法，核算每亩产值扣除所有
费用之后的余额。而现金收益则考虑到农业生产以
农户为组织形式的实际有选择地计算成本费用，即
每亩产值扣除不包括农户家庭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
的其他成本费用之后的余额。简单地说，净利润和现
金收益之间的关系是：现金收益再扣除农户家庭用
工折价和自营地折租之后的余额，即净利润。
考虑扣除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物质费用、服

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后
的净利润，
是反映农民种粮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比
较包括稻谷、小麦和玉米等三种粮食作物、大豆，以
及花生和油菜籽等两种油料、苹果的每亩净利润水
平，
由此不难观察到：
除苹果生产可以持续带来正的
利润外，
三种粮食、
大豆和两种油料都出现较长时间
的负利润，
即持续较长时间种植亏损，
这也佐证了种
粮效益偏低甚至亏损的事实。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生产有 3 年盈利，
每亩利润在 19 元与 125 元之间（详见表 1），
劳动力
每工日利润在 3 元与 22 元之间，利润水平普遍不高；
近 4 年连续亏损，
每亩亏损在 12 元与 86 元之间。
表1

粮食等净利润水平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 源：
《全 国农产 品成 本收 益资料 汇 编 － 2019》 和 2020 年 《中国 农 村 统 计年
鉴》,下同

2013-2019 年期间，大豆只有 1 年盈利，且净利
润每亩只有 30 多元，连续 6 年亏损，最多时每亩亏
亩净利
损超过 200 元；两种油料也是只有 2 年盈利，
润或低于大豆，或高于大豆，连续 5 年亏损，最多时
每亩亏损超过了 80 元，亏损幅度普遍低于大豆；苹
果连续 7 年盈利，
每亩利润在近 900 元与近 3500 元
之间，
劳均利润在 23 元与 87 元之间波动。
用净利润代表盈利水平。正净利润水平越高，
表
明盈利越多；
负净利润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亏损越多。
比较正亩均净利润水平，表 1 中的四类农产品之间差
普遍超过 1000 元；
异大，
其中盈利最多的是苹果，
盈利
没有超过 100 元。三种粮食
最少的是两种油料和大豆，
的亩均盈利水平介于苹果与大豆之间，或者介于苹果
与两种油料之间。粮食与苹果亩均盈利水平通常相差
2000 元以上。进一步分析，
三种粮食的亩均盈利水平
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也较明显，亩均盈利最多的年
份是 2014 年，达 124.8 元；亩均盈利最少的年份是
仅 19.6 元。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的亩均盈利
2015 年，
水平绝对额超过 100 元。观察正的净利润水平年度数
据，似乎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
比较负的亩均净利润水平：在表 1 的四类农产
品中，
亏损最多的是大豆。
大豆多数年份亩均亏损超
过 100 元，最多亏损的年份是 2016 年，亩均净利润
为 -209.8 元；亩均最少的亏损年份是 2014 年，
净利
润为 -25.7 元，
大豆亏损额年际间差异明显。三种粮
食亏损额年际间差异也较大。三种粮食最多亏损的
年份是 2018 年，亩均净利润为 -85.6 元，最少亏损
的年份是 2017 年，亩均净利润为 -12.5 元。与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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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正净利润水平相类似，很难通过年度数据观
察出有意义的确切结论。
比较正负劳均净利润水平：在表 1 的四类农产
品中，年度数据同样存在着差异，但差额或者差异的
绝对值都没有超过 100 元。这表明劳均净利润水平
年度数据的波动性较小，分析盈利状况对农民种粮
积极性的影响，选择劳均效益指标可能更有意义。
根据我国粮食生产的净利润水平，只能回答种
粮效益不高，无法回答农民是否具有种粮积极性。
农业亏损，不仅是种粮要面对的，而且也是种植其他
经济作物，如油料需要面对的。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观察我国粮食生产的净利
润水平年度数据，
既无法通过归纳法，也无法通过演
绎法，确切地解答农民具有种粮积极性或者没有种
粮积极性这个看似是学术性的谜题。进一步地，实
证分析必须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才能回答农民种粮
之谜，自然会想到解析法。假设我国农民具有种粮积
极性，那么必然会得到怎样的结论呢？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民是否种粮，主要
不是由利润水平决定的，按照现代会计学上核算出
来的账面盈亏不是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最重要因
素。解析法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促使了进一步
思考。如果利润水平或者会计学意义上的盈亏是决
定农民种粮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从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下的粮食盈利水平，要么偏低，要么
连续多年亏损，这必然会让农民放弃种粮。这显然与
现实中仍有农民种粮的事实不符。既然如此，
什么才
是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呢？分析粮食生
产的现金收益状况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农民种粮
之谜的答案。

三、
种粮现金收益与农民种粮积极性
反映农民种粮效益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现金
收益。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
基本经营制度，结合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
种粮的情形较多，不考虑土地成本和雇工费用但扣
除物质投入和服务的剩余情况，更加适合反映农户
种粮收益情况。仿照净利润水平的分析范式，同样
比较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大豆、两种油料和
苹果的现金收益情况，不难观察到三种粮食亩均现
金收益处于偏低的地位，大豆亩均现金收益最低，而
苹果亩均现金收益最高。
2013-2019 年期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
亩均现金收益在 480 元至 715 元之间波动 （详见表
2），简单算术平均不足 600 元；大豆亩均现金收益在
150 元至 390 元之间波动，简单算术平均不足 260
元；花生和油菜籽两种油料亩均现金收益在 695 元
至 765 元之间波动，简单算术平均近 745 元；苹果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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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粮食等现金收益比较

单位：元

均现金收益在 3200 元至 5850 元之间波动，简单算
术平均超过 4500 元。无论从亩均现金收益的波动区
三种粮食和大豆的
间，
还是从其简单算术平均来看，
三种粮食的亩
效益都低于油料和苹果。进一步分析，
均现金收益高于大豆。
表 2 中的数据表明：亩现金收益可能会影响农
民种粮积极性。
或者说，
亩均现金收益可能会影响粮
食作物种植。三种粮食亩均现金收益明显地高于大
豆，
前者是后者的 2 倍多。结合现实中农民种植大豆
得到的补贴明显高于玉米等粮食作物，而农民仍然
缺乏种植大豆积极性，可以认为亩均现金收益大小
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或者更精准地说，
在耕地资源
一定条件下，
在粮食作物内进行选择，
农民更愿种植
亩均现金收益更高的粮食作物；亩均现金收益是农
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一现象可以为在
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用双重目标下农户来配置家庭资
源的理论提供支撑。
表 2 中的数据也表明：亩均现金收益并不是决
定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唯一因素。两种油料和苹果的
亩均现金收益都高于三种粮食，特别是苹果的亩均
收益通常是三种粮食的 7 倍多，而农民没有普遍减
技术
少粮食种植，
这是为什么？除了受地域适宜性、
和种植习惯等因素影响外，估计也与油料劳均现金
收益较低和苹果种植要用更多劳动力有关。
换言之，
相比净利润，现金收益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更加
劳均现金收益
明显。进一步地，
相比亩均现金收益，
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又更明显。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的劳均现金收益
简单算术平均每
每工日在 95 元与 125 元之间波动，
大豆和两种油
工日现金收益超过 100 元。比较而言，
料的劳均现金收益都没有超过 100 元。其中，
大豆劳
均现金收益每工日在 63 元与 135 元之间波动；两种
油料的劳均现金收益每工日在 85 元与 121 元之间
波动。从劳动力机会成本考察，与三种粮食种植比
这一结论可
较，
大豆和两种油料种植没有竞争优势。
以较好地解释我国大豆和油料产需缺口大而国内种
植面积持续偏少的基本事实，也表明即使是粮食生
产，
市场力量对农业资源的配置也起决定性作用。
2013-2019 年期间，苹果劳均现金收益较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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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日在 85 元与 146 元之间波动。苹果亩均现金收益
和劳均现金收益都高于三种粮食。为什么没有出现
农民放弃粮食种植转而扩大苹果种植的现象？这可
能与粮食种植用工较少而苹果种植用工较多等有关。
粮食种植用工较少，
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相应也低。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生产每亩用工在
4 工日与 7 工日之间波动（详见表 3），简单算术平均
每亩为 5.3 工日；苹果生产每亩在 35 工日与 41 工
日之间波动，简单算术平均每亩为 37.1 工日。虽然
三种粮食生产所用劳动力工日与苹果生产所用劳动
力工日长期趋势都呈现出不断减少的态势，但苹果
生产所用劳动力工日明显地多于三种粮食，前者大
约为后者的 7 倍。
表3

三种粮食与苹果用工比较 单位：工 / 亩

粮食生产所用劳动力较少，应该是农民没有放
弃粮食种植的原因之一。笔者曾在河南开封夏粮收
获期间调研观察到：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农民没有回
家，靠电话将自家种植的小麦收获作业委托他人并
完成销售的过程。日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
让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根据特定条件灵活选择用
工多少及是否选择机械作业等，这是苹果生产无法
实现的。种植苹果往往对专业化要求较高，农民兼
业化难度大。与苹果种植相比较，农民种粮完全可
以兼业化，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对农户家庭资源配
置会产生明显影响。

四、
经济安全与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们注意到当无法用利润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
来解释农民种粮动力时，出现了用经济安全或者收
益投入风险最小化来解释农民种粮动力。粮食生产
的收益波动是否较低？粮食生产的投入是否较少？如
果粮食生产的收益波动较低、现金成本较低，那么就
可以对农民种粮是否出于经济安全考虑这一动力进
行验证。
反映粮食生产的经济安全性或者风险程度的
指标，最常用的是测度波动的相关指标。进一步地，
反映波动的指标，既可以是样本的标准差，也可以是
样本的波动系数。波动系数就是样本的标准差与算
术平均数之商。通过计算得出结论：苹果现金收益波
动程度相对较大，而三种粮食现金收益波动程度虽
然高于两种油料，但其波动系数低于大豆。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亩均现金收益标准
差明显低于苹果，前者为 72.4 元（详见表 2），后者为
836.0 元，后者是前者的 10 多倍；用工的日均现金收
益标准差也明显低于苹果，前者为 8.6 元，后者为

21.5 元，
后者为前者的 2 倍多。用标准差衡量波动程
度，
三种粮食生产的收益风险明显低于苹果。
相比大豆和两种油料的波动程度，三种粮食生
产的收益风险低于大豆，对两种油料的风险比较并
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的结果。2013-2019 年期间，
大豆
生 产的 亩 均 和 每 工 日 现 金 收 益 的 标 准 差 分 别 为
81.7 元和 24.5 元，都高于三种粮食。这表明我国农
民种植大豆不仅收益率没有三种粮食高，而且种植
大豆风险也较高；两种油料的亩均现金收益标准差
为 47.5 元，小于三种粮食，但两种油料的每工日现
金收益标准差为 10.8 元，
大于三种粮食。尽管如此，
三种粮食生产的收益风险相比大豆和两种油料，要
明显低于苹果。
从波动系数来看，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
前者为 0.13，
亩均现金收益波动系数也低于苹果，
后
者为 0.19，
后者高于前者 0.06；
三种粮食每工日现金
收益波动系数低于苹果相对更明显，
前者为 0.08，
后
者为 0.18，
后者高于前者 0.1。这一结果可以佐证农
民种粮是有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可以作为风险
厌恶型农民宁愿种粮也不种苹果的解释原因。
与标准差测度类似，三种粮食生产的现金收益
波动系数小于大豆，这表明农民种植大豆的现金收
益风险更高；三种粮食生产的亩均现金收益波动系
数高于两种油料，而三种粮食生产的每工日现金收
益波动系数低于两种油料。如果农民是否种粮更注
那么
重劳均现金收益，
更注重劳均现金收益的风险，
两种油料的每工日现金收益波动程度高于三种粮
我
食，就会出现农民宁愿种粮而不种油料。现实中，
国粮食产需缺口明显小于油料缺口，除了支持保护
政策措施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即油料的劳均
现金收益较低，
且风险较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劳
均现金收益及其风险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更大。
当然，
学术研究结果与现实中的观察结论基本一致。
现实中农民宁愿种植主粮而不愿种植更多油料？还
两种油
可以从用工数量等方面给予解释。一般来说，
料受机械化普及难度大等影响，每亩用工相对较多。
更为重要的是：三种粮食的政策支持手段及其力度
都超过两种油料。
但三种粮
总体上，
尽管粮食现金收益存在波动，
食现金收益的波动相对较低。粮食等生产的现金收
益波动分析表明：
种植稻谷、
小麦和玉米生产总体风
险要小于苹果等，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民选
择种粮的动机与避免风险相关。反映农民种粮受到
对风险态度影响，
投入大小也应是指标之一。通常情
况下，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更愿意从事投入风险小的
生产。
观察 2013-2019 年期间不同农产品生产的现金
成本情况，不难发现三种粮食的每亩现金成本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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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低于苹果，但高于两种油料，更高于大豆。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的亩均现金成本
在 473 元与 538 元之间波动（详见表 4），苹果的亩
均现金成本在 2615 元与 3510 元之间波动，后者是
前者的 5 倍多。这可以较好解释更多农民宁愿种粮
而不愿种植苹果的现象。苹果尽管成本收益率高，但
是投入多，生长周期长，风险相对较大，更多农民厌
恶风险，从而不愿从事苹果种植。
表4

粮食等现金成本及其成本收益率比较

单位：元 / 亩；%

当然，投入多少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应
该比不上劳均现金收益这一因素。2013-2019 年期
间，大豆亩均现金成本在 275 元与 319 元之间波动，
比三种粮食平均普遍要低 200 多元；两种油料亩均
现金成本在 347 元与 417 元之间波动，比三种粮食
平均普遍要低 100 多元。大豆和两种油料每亩现金
成本投入小，这意味着经济风险也相对较低。如果每
亩投入大小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理应更愿种植大
豆和两种油料。这显然与事实不完全一致。根据笔
者在农村实际调研观察到的现象，在粮油种植中，农
民种植三种主粮积极性要大于油料，更大于大豆。近
年来，我国大豆种植面积扩大，最主要原因应归于大
豆种植的高额补贴。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笔者认为，
农业生产的投入大，事关农业风险，对农民是否种粮
会产生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农民劳均现金收益。

当然，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生产的粮食还可能馈送他
人，
由于这部分难以获得数据，且馈送数量估计不会
太高，
本文未进行考虑，
就此特别说明。也就是说，
本
文假定农民种粮要么出于经济动因，要么出于家庭
粮食安全动因。
农民因担心市场价格上涨，或者购买
粮食等经济负担过重等，
因而宁愿自己种粮，这便是
出于家庭粮食安全动因而种粮。
怎样才能判断农民种粮是否有出于家庭粮食安
全的动因呢？一个有效方法是对农民收获的粮食处
置方式进行解析，关键是将农民没有销售粮食的经
面对价格
济动机和安全动机区别开来。从经济考虑，
波动，农民是否在销售进度及程度上作出反应以及
农民卖粮越多？如果农
作出怎样的反应？价格越高，
民未销售粮食与价格等因素不相关，则表明农民种
粮出于家庭粮食安全的动机可能性比较高。为了回
答这些问题，进一步对我国三种粮食中稻谷、
小麦和
玉米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观察 2013-2019 年期间农民销售粮食占当年产
量的百分比（产销比），不难发现三种粮食产销比不
仅总体上都低于 80%，而且除小麦外的其他分品种
产销比也低于 80%（详见表 5），
表明当年收获后销售
的粮食仅仅占产量的一部分，农民是可能将粮食留
作自给或者待价格上涨之后才销售。具体不同粮食
品种其产销比存在着差异。由于考察的是日历年度
而不是生产年度，
小麦收获较早，
所以每年小麦的产
销比相对较高。2015-2019 年，
每年小麦产销比都超
过了 80%，而稻谷超过了 62%；玉米由于收获相对较
晚，
产销比相对较低，甚至低于稻谷。
表5

三种粮食产销比及相关价格情况
单位：%（产销比）；元 /50 公斤（价格）；上年＝100（农村 CPI）

当三种粮食生产的每日用工现金收益预期高于大豆
和两种油料，即使大豆和两种油料现金成本较低，但
农民更愿意种植三种主粮。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三种粮食的现金成本不
断趋于上升，而价格、
收益和成本收益率则呈现波动
态势，这可能对农民种粮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
家庭粮食安全与农民种粮积极性
与种植经济作物不同，农民种植粮食除获得现
金收益外，
还可能用于满足自给需要。这样，
农民当
年度生产的粮食，既可能用来销售，也可能用来自给
消费，还可能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销售或者消费。如
果农民生产的粮食不急于销售，而是用于未来销售，
那么这种“惜售”行为往往应是农民预期市场价格将
要上涨，延迟销售对农民获得现金收益有利。如果农
民生产的粮食不急于销售，而是用于未来自给消费，
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家庭粮食安全风险规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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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麦产销比相对较高，但最高年份没有超
过 90%。这基本表明：农民种植小麦主要是用于销
无
售，
但不能排除部分用于自给。从时间序列来看，
论可用于口粮的小麦和稻谷，还是主要用于饲料粮
的玉米，自 2013 年以来其产销比总体趋于提高，体
现在三种粮食综合的产销比由 2013 年的 64.6%上
升到 2019 年的 78.4%。
进一步地，可以观察到三种粮食产销比年度提
高幅度存在着一定差异，特别是还出现了年际间波
动，
如 2018 年产销比较上年有所回落。稻谷、
小麦和
玉米产销比变化基本上与三种粮食整体态势一致。
2013-2019 年期间，三种粮食产销比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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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民
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
但最终还是种了粮；

的年份分别是 2014 年和 2017 年。2014 年三种粮食
产销比较上年提高近 9 个百分点，这可以通过当年
粮食销售价格较上年每斤提高 0.03 元来解释。2017

化”
态势越来越明显。在学术研究中，
对农民缺乏种

年三种粮食产销比较上年提高近 5 个百分点，这也

粮积极性最终还是种了粮这种现象的探讨，关键是

没有种粮积极性，放弃或者减少粮食种植，即“非粮

可以通过当年粮食销售价 格较上年 每斤提 高约

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种粮行为进行区分，认同农民

0.03 元来解释。销售价格提高，农民销售粮食进度

种粮积极性不高，
但农民在行为上还是选择种粮，即

加快，当年销售粮食多，反映了农民种粮是为了获取

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最终还是种了粮。一种较普遍

更多经济利益的动机。
2018 年，三种粮食产销比回落 2 个多百分点，

的解释是政府对农民种粮给予了优惠政策，如最低
收购价政策和补贴政策，即粮食支持政策是农民种

这既可以通过粮食销售价格回落来解释，但也可以

粮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基于对农民缺乏种粮积

通过农村 CPI 较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来解释。当

极性因而不种粮的假设，推断出粮食连年增产丰收

物价总水平上升时，农民出于家庭粮食安全（或者更

统计结果没有反映真实情况，甚至把“非粮化”态势

准确地说是食物安全）考虑，宁愿减少或者放缓粮食

归因于农户家庭经营。

销售进度。

通过上述分析，
不难得出这样结论：
农民是否具

探讨农民种粮动力与家庭粮食安全之间关系，

有种粮积极性，不能简单地根据粮食生产的利润状

还可以考察粮食生产经营的现金成本收益率变化情

况进行判断。现代会计学账户上反映的粮食生产亏

况。粮食现金成本收益率越高，
农民出于获得更多收

损，
并不能代表农民就失去了种粮积极性。影响农民

益考虑会倾向于销售更多的粮食，这与农民规避家庭

种粮积极性的关键经济因素，是粮食生产投入劳动

如果粮食产销
粮食安全风险无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那么，
这表明农民种粮
比主要由现金成本收益率决定，

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较宽松情况下，即农民就业

如果粮食产销比只能
主要动机是追求更多收益。相反，

机会较多情况下，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经济动力主

部分由粮食生产经营的现金成本收益率决定，或者说
粮食生产经营的现金成本收益率不能完全解释粮食产

要是获取劳动力市场均等化收入。

销比，则表明农民种粮动机除追求收益外还可能有其
他考虑，
如规避家庭粮食安全风险等。
结合表 4 和表 5 分析，不难发现三种粮食成本
表明
收益率越高的年份，则该年份的产销比也越高，

力是否得到应有回报。在以提供体力和重复性作业

从粮食净利润水平情况分析，在 2016-2019 年
对于不计土地成
期间，
我国粮食生产连续 4 年亏损，
仍然可能继续种粮，
本和雇工费用的农户家庭来说，
而对于靠流转土地和雇工的粮食生产企业是难以为
继的。这一现象也说明在粮食直接生产过程中，
相比

收益率对农户粮食销售影响较大。这一现象并不完

企业等高端组织形式，农户家庭的组织形式具有可

全支持家庭粮食安全动机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这

持续生命力。

可能与农民家庭消费的现金支付越来越高有关。近
年来，农民存粮越来越少，家庭粮食安全动机对农户
种粮的影响也呈现下降态势。在农民存粮较多的年
代，家庭粮食安全动机对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影响
更大。

我国农民种粮的动机应来源于多个方面，更多
收益、
规避风险和家庭粮食安全的因素都不能排除。
同时，粮食支持保护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应更加明显，本文虽然没有探讨这方面的内容，但是
最低收购价和补贴政策等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方

需要指出：经济越发展，农民种粮出于家庭粮食
安全动机的倾向越低。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

面发挥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实践中总结粮食连年
，表明
增产丰收原因中的“天帮忙、政策好、人努力”

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民体察到国家调控粮食
市场的强大能力，农民不仅存粮越来越少，而且出现

了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是风险规避。
在粮食市
农民种粮的可能动机之一，

现代
家庭粮食安全种粮的动机也越来越弱。简言之，

农民获利可能性更
场价格高时、
在成本利润率上升时，

社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动

大，
粮食商品率理应更高。如果粮食市场价格较高时，

因，而不是家庭粮食安全等非经济动因。

粮食商品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则可能表明农民为了

六、
结论与延伸讨论

个人家庭粮食安全选择了少卖粮食的行为。需要说明
农民少卖粮食，
的是：
在粮食价格上涨时，
也有可能是

要
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利润水平要么很低，
么没有利润（即较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那么农民

“卖落不卖涨”
。
预期行为，
即农民销售粮食

为什么种粮？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解读方向：一是

入越来越重要，这对农民种粮动机的影响也越来越

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转移，农民工资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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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过去，
农民种粮也是为了家庭粮食安全。当政
府对家庭粮食安全完全承担起保障责任，如脱贫攻
坚“两不愁”中的不愁吃保障体系的建立，那么这可
能会改变农民种粮决策和行为。农民家庭可支配收
入中转移净收入越来越多，意味着农民种粮为了保
障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也会不断地降低。
除此之外，风险规避也是农民选择种粮的动机。
又规避家庭粮
农民种粮，既规避家庭收入波动风险，
食安全风险。在保障农民家庭粮食安全体系尚未建
立健全之前，尊重农民选择，允许小农户种粮，不仅
有助于满足农民风险规避需要，而且有助于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基础。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
收入来源多元化，且种粮收益重要性下降，农民可支
配收入中转移收入比重上升，以及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对农民家庭粮食安全保障的增强，风险规避对
农民种粮积极性和行为的影响总体上将趋于下降。
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不
发展种粮
让农民种粮吃亏，培育新型种粮职业农民，
社会化服务，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尽管本文没有涉及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
影响的分析，但政策毫无疑问是影响我国农民种粮
在保护
的重要因素。最低收购价、种粮补贴及奖励，
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近年来大
豆支持政策由目标价格补贴转变成生产者补贴，在
扭转大豆生产不断萎缩态势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
农民种粮还可能与粮食省长责任制有关。从长远来
看，以“零壁垒、零关税、零补贴”为主要特征的过度
自由化对我国选择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以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构成新的挑战。为此，我国要加快农业支持
保护政策措施的创新与储备，确保能够及时出台与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相容的举措，避免农业政策措
施“短板”
和双循环转换因农业政策措施不配套而给
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冲击。基于我国农民种粮的主要
经济动力，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实现国家现代化对粮食安全提出的新要
求，需要在尊重粮食生产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坚持
完善粮食生产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完善粮食支持政
策体系和措施。
1.粮食生产要坚持家庭经营不动摇。现金收益
特别是粮食生产投劳的日均现金收益对农民种粮积
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这表明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
回收期
产的基本组织形式，不可替代。农业投资大、
长、风险高，如果不尊重农业经济规律盲目投资，虽
然短时间内可能享受到多种优惠政策，但市场是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最终投资者要么不盈利导致
经营无法持久，要么打歪主意，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农
民和社会利益。近年来，一些曾在非农领域赚钱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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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投资粮食生产，
结果长期亏损，特别是粮食生产
从 2016年到 2019 年连续四年全国性亏损，私人投
，
要么举债搞起“非
资者要么因资金链断裂而
“跑路”
和
，
国家下令拆除，
损
农化”“非粮化”
，
如搞“大棚房”
失惨重。对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政
主管部门要认真审查审核，并负责任地给予必要提
对已经拥有流转农村
醒和警示；
建立风险保障机制，
土地经营权的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还要进行监督，
也是避免损失加剧的负责任措施。
2.从事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劳动力会成为种粮
职业农民，
应享受政策性津贴。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的关键因素是投劳的机会成本。我国为粮食生产建
立了补贴等制度，现实中补贴往往是让拥有承包权
的农民成为最终受益人。在土地流转不普遍的情况
下，现有的粮食支持政策目标受益人和最终受益人不
一致的问题不突出。但是，
粮食适度规模是基本方向，
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 30 年，
决定了未来土地
流转规模越来越大，这样势必带来靠增加补贴等政策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效应下降，
特别是增加补贴，
要
么让不种粮农民直接领取，要么通过提高土地流转租
金等方式增加了种粮成本，而谁种粮谁得补贴在实际
建议由财政通过直接
中是很难做到的。解决这一难题，
支付或者奖励的方式，向适度规模的职业种粮农民
事后发放津贴，
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不吃亏，
种粮收
益不低于打工工资，更好地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稳固的基础，
也能够更好
地适应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规则要求。
3.深化农业保险改革应以保障粮食生产投劳均
衡稳定收入为核心。
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加快形成
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必然会加快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近年来，
我国在放弃或者弱
化与 WTO 农业规则不相容的黄箱政策措施基础上，
在
全国有选择地开展了三大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
保险试点。
“十四五”
期间农业保险改革与试点将会进
一步扩大。本文研究表明：
相比净利润水平和亩均现金
收益，农民投入劳动力的现金收益水平及其稳定性对
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更大。尽管我国粮食耕种收机械
化水平越来越高，但粮食生产总还是需要一定量的劳
动投入。在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起来后，
再考虑
到国家举全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带来大
量的就近就业机会和农村非粮就业机会，通过政策性
保险保障农民种粮投入的劳动力均衡收益稳 定增
长，对于持续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和把住国家粮
食安全主动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英文翻译详见第 165 页）

2021 年第 1 期

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侧重于与
长
银行相关的流程管理系统、电子支付方式的开发，
三角地区则侧重于与金融要素市场的交易、投融资
需求相关的科技技术开发，而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
群特征较为分散，既有软硬件结合的链条存在，
也依
附于深圳较为发达的金融要素市场。建议要充分依
托区域内优势金融科技企业，发挥其引领、示范作
用，以此强化各地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差异化重点方
向，打造条线化发展方案，形成良性互动、互补合作
的区域性金融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2.重视人才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性，从流
动性和需求角度进行双重扶植。对于致力于通过金
融科技产业实现当地产业升级、提高科技附加值的
地方政府或产业园区，必须要重视金融科技人才的
培养与引进。建议通过更加灵活的人才落户和保障
措施、丰厚的落地补偿吸引金融科技精英。同时，在
当地高校也应扶植目的性强、交叉学科特征明显的
金融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与方案，奠定金融科技产业
集群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础。
3. 支持金融科技公司在虚拟环境下的协作，
打

破地域束缚。因金融科技行业的高安保和涉密级别
属性，使其开放程度远逊于其他虚拟环境下的电子
科技行业。所以，
诸如区块链技术、量子通讯等更好
的基础技术发展都会增强远距离虚拟环境下金融科
技企业之间协作的安全性。建议在国家战略层面对
金融科技领域的协作研究，特别是对虚拟环境下的
协作研究予以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打破地域束
缚，
从技术层面保障金融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以保
持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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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luster Effe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Xiangmihu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ex
——
Abstract：
The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h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a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telligence of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y. The 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clusters can also have a positive external effect on the industry
and the enterprises that belong to the cluster, and its develop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cut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al clusters of the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First, it qualitative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gional clusters on the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form, and finds that China's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clusters do hav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n they build regional industries. The cluster "sub-index" found that the three financial technology
sub-index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Xiangmihu Financial Technology Total Index.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luster has the largest positive external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related policy formulation.
Keywords：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ial clusters; externalities; Xiangmihu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ex

（李国祥英文翻译）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Enthusiasm in Growing
Grain Based on Cost Benefits
Abstract: To study and judge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farmers to grow grain is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the modern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hoice of supporting
protection policies. With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and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judging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farmers to grow
grain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ata on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grai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re mainly economic, but profit should not be a decisive factor for farmers to grow
grain. The cash income per labor produced has a relatively obvious impact on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in the
grai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with small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have less impact on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When deepening rural reforms and introducing relevant policies,
the state must grasp the changes in farmer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and introduce supporting measures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words: enthusiasm for growing grain; net profit; cash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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