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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过去 ４０ 年中， 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８６％ ， 这比全球的平均增

速 ０ ９５％的 ３ 倍还多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减轻了因为要素 （例如土地和水资源） 供给约束和恶劣天气条件造成的负

面效应， 促进了农业产出的迅速提高。 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 中国农业总产

值已经增长了 ４ ６ 倍， 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２９６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９４９ 亿美

元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不变价计算）， 而要素投入量在同期只增长了 ６６ ７％ 。
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还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大约 ２ ７ 亿农

村移民 （约占农村人口的 ３１ ７％ ） 迁移到中国的城市中， 为城市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供给， 支撑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虽然成绩瞩目， 但是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正面临发展的瓶颈。 积弊未

除的同时，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例如， 过去的几十年中， 由于化肥和农药的

滥用导致土壤的逐步退化降低了主要农作物的增长产量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除此之外， 不断上涨的工资和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进而威胁着长久以来依靠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生

产的中国农业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ａｎ， ２０１５）。 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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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经营规模的下降 （土地耕作面积的意义上） 限制了那些需要依托大型

装置或机械使用的先进技术 （例如最小耕作法和休耕法） 的采用 （Ｓｈｅｎｇ 和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２０１７）。 基于农业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和一些学者的估计结

果， 中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已经从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的 ０ ７３ 公顷下降到 ２００３ 年

的 ０ ５３ 公顷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结果，
代表性农作物的生产率增长率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出现了下滑： 相比 １９６１ 年以

来的长期增长率， 小麦增速下降到 ７０％ ， 玉米增速下降到 ７３％ ， 大麦增速

下降到 ５１％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７）。
认识到农业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对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中国政

府已于过去 １２ 年间启动了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来推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

代化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从农业税收到农业补贴

的转换 （Ｔａｏ 和 Ｑｉｎ， ２００７；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加大农业研发 （Ｒ＆Ｄ） 的公

共投资 （Ｈｕａｎｇ 和 Ｒｏｚｅｌｌｅ， ２０１４； Ｂａｂ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逐步推动市场化改

革和贸易自由化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Ｈｕａｎｇ 和 Ｒｏｚｅｌｌｅ， 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实施的土地确权登记政策。 这

项改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农村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 促

进土地要素的流动， 有望加速传统小农生产向较为现代的规模化、 机械化和

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变。
在现有文献中， 广泛认为通过协助小农户提升耕作技术或者转移到其他

行业， 将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的生产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５； 国际食品研究所， ２０１５）。 其潜在的假设就是， 大农户相比小农户更

有投资先进资本设备的意愿和能力， 通过利用蕴含在机械装置中的先进技术

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获得更高的收益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然而单纯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仍然是一项挑战， 即使在农户数量较少，
平均经营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 这是由于小农户不仅需要克服许

多市场和法律法规的限制， 而且需要面对由文化和偏好差异所引起的不确定

性和较高的交易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 小农户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 ２０１２
年超过 ５０％的美国农场都是销售额和耕作面积规模在均值 ２０％份额以下的

小型农场 （Ｋｅｙ， ２０１７）。 寻找解决农户生产规模过于狭小问题的替代方法

是超过 ５０％的农户经营面积低于 １ 公顷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本章研究了源自资本市场 （即资本外包） 制度创新及其在中国推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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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机械化方面的潜力。 我们认为在促进土地流转等相应制度的配合下， 推

广机械社会化服务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 （特别是资本外包） 不仅可以替

代农户自身在农业装置和机械上的投资， 而且可以提高中小农户的资本劳动

比率， 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为了证实这一论点， 我们分析了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变化趋势， 并结合农业资本设备和平均经营规

模的变化， 研究了土地改革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业生

产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表明， 在某些条件下小农户可以

通过机械社会化服务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显著提升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比

率， 从而在不花费高昂沉没成本的条件下， 应用新技术寻求生产里的提升。
不仅如此， 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也有助于土地集中经营和改变小

农户的传统生产方式。 本研究对于中国和其他急切希望提升中小农户生产力

的国家提供了更实际可行的方案。
本章组织结构如下。 第 ２ 节描述了中国过去 ３０ 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趋

势， 并将近期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与中国大部分农户生产规模狭小联系起来。
第 ３ 节讨论了历史上的土地改革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规模的影响， 并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 土地流转是否有助于长期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小农户的生产力

增长？ 第 ４ 节分析了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它们对农户投

资农业机械的潜在替代作用以及它们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第 ５ 节研究

了机械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生产规模和生产力的影响， 指出了

它在解决小农户问题中的潜在作用。 第 ６ 节是相应问题的总结。

农业生产率、 资本投资和小农问题

１９７８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实施以后， 中国的农业生产力

实现了快速增长。 作为一项植根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度下用以解决激励问

题的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与每村农户签订耕地承包合同的方

式， 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率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对比改革前的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８ 年， ＴＦＰ 年度增长率只有 ０ ６６％ ， 而之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３％ 以

上。 其中， 在改革的早期，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 年增长率达到了 ３ ０８％ ， 在后

续改革阶段，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３ 年， 年度增长率达到 ２ ９５％ （见图 １）。 在整个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农业 ＴＦＰ 的增长对中国的农业真实产出增长 （４ ３％）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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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一半———这一产出增速也远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

出增速 （见图 ２）。①

图 ２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 ＴＦＰ 增长的比较：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Ｓｈｅｎｇ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７） 数据的估计。

在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背后， 是农业产出和投入结构的巨大变化。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实际农业总产值从 １２９６ 亿美元上升到 ５９４９ 亿美元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不变价格计算）， 年度增长率为 ４ ５％ 。 然而， 粮食产值

在全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３３ ６％下降到 ２３ ５％ 。 与此相对， 蔬菜、
水果、 坚果等的比重从 ８ ２％上升到 １９ ２％ ， 同样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也从 ２５ ６％上升到 ２９ ３％ 。 农业生产向高附加值和高蛋白含量的产品

转变， 一方面是由于粗粮相对于其他农产品在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 另一方

面是由食物需求变动所驱动的。 在投入端， 资本和物质投入的显著增长对土

地和劳动力进行了替代。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农业实际总投入以 １ ５８％
的年速率增长， 其中机械单位 （以 ４０ 马力拖拉机的等价数形式进行度量）
和化肥的使用分别以 ６ ２３％和 ４ １９％ 的年增速增长。 后两者补偿了劳动力

使用量的下降 （年增速为 － ０ ６％ ） 和土地使用量的温和上升 （年增速为

０ ５６％ ） （见图 ３）。

１８２

① 需要注意， 不同国家之间农业 ＴＦＰ 的比较需要谨慎地进行处理， 相比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等拥有较好规章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国家而言， 例如中国、 朝鲜和一些拉美国家等发展

中国家自 １９６１ 年以来发展的起点很低， 因此全要素的增长率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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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农业生产中投入成分的变动 （以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的

　 　 　 　 不变价格计算的百万美元价值）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在产业端， 目前的广泛认识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户间的技术扩散是中国农

业生产率增长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不断调整的驱动力 （Ｈｕａｎｇ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７）。 在

技术扩散的过程中， 投资新机器设备被看作农户提升其机械化水平和获得技术

进步的主要渠道。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３ 年， 农业生产的人均机器设备动力从 ３ ５ 千瓦上升

到 ４４ ７ 千瓦， 其年度增长率为 ６％ （中国农业部系列统计数据）。 使用资本设备

来替代劳动力， 不仅有助于农户提升初始投入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
而且还提升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和利润率。 正因如此， 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

３０ 年间， 产业层面的农业生产率 （例如， 产出、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

率） 和人均资本设备数量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 （见图 ４）。
尽管中国农业的资本劳动比率随着时间有着显著的增长， 但是它仍然低

于诸如美国、 欧盟 （ＥＵ）、 澳大利亚、 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 （见图 ５）。 在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农业部门的人均资本设备水平仅仅是澳大利亚的 １ ／ ２０， 美国

的 １ ／ ４７， 日本的 １ ／ ７６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不仅如此， 中国农业生产使

用的大部分 （超过 ８５％ ） 机器设备相比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更小型化且缺乏

效率 （中国农业部统计数据）。 这种相对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低等级的资

本设备阻碍了中国农业进一步提升其产业层面的生产率。 因此， 对政策制定

者而言，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鼓励农业资本设备投资， 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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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资本劳动比率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图 ５　 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出对数与资本劳动比率之间的关系：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３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Ｆｕｇｌｉｅ 和 Ｒａｄ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估计。

理论上讲， 大型农场倾向于投资更大型、 更先进的设备。 这不仅是因为

大型农场在资本投资上的预算约束更低， 还因为资本投资的平均沉没成本会

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降低。 相比而言， 小农户做出资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会

受到自身资金约束和狭小规模对技术采用收益增加的限制。 这一大小农户之

间的行为差异在对更加昂贵且更加有效率的新资本装置的研发进行投资的时

候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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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农业生产是建立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村集体的小面积土地的基

础之上。 中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低于 １ 公顷 （连全世界小型农场平均规

模的 ４０％都不到）， 不仅如此， 直到 ２００４ 年， 中国家庭经营的平均规模还

在持续下降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虽然一些小农户也可以获得较高的

生产率， 但是大部分家庭农场都依赖于家庭成员劳动力的密集使用， 而非资

本的投入。 不仅如此， 目前应用于生产中的机器和设备多数是过时和低效

的。 这就限制农业提升机械化水平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增长。 为了消除

相关的阻碍， 解决小农户由于生产规模狭小所导致的投资问题是其中的

关键。

土地政策、 农场集约经营和转型

在农业发展的文献中， 农户经营规模 （比如， 土地规模） 对农业资

本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长久以来就有着持续的争议。 许多研究发现发展中

国家的农户经营规模和生产率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其中包括印度、 越南和

一些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 例 如， Ｓｅｎ，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６； Ｌｉｐｔｏｎ， １９９３； Ｄｙｅｒ，
１９９６；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ｙｅｒｌｅｅ， ２０１２）。 当然同时还有证据表明， 持续的技术

进步改变农业生产和管理方法的时候， 小农户未必就有效率。 例如， 小农

户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农业需求结构变迁带来的持续挑战， 还可能更不

愿意在新的生产技术上不愿意做出投资 （ Ｈａｚｅｌｌ， ２００５；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小农户还缺乏应对市场和气候波动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的能力

（ＨＬＰＥ， ２０１３）。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 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识

就是， 可以通过帮助小农户扩大生产规模， 或者是帮助小农退出农业生产

部门的方式， 将小规模生产变成大规模生产扩大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

（或集约化农业生产）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２０１５； 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７）。

尽管需要解决小型农场挑战的原则是清晰的， 但在实践操作上却存在困

难， 尤其在农产品和要素市场通常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在中国，
小农户的转型， 特别地受到农业土地发包分配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约束。 自

１９７８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实施以来， 每个村基于每户的人口

数量或单位劳动力数量 （或者等价计量单位）， 将耕地承包给农户家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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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之前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制缺乏内在激励问题的一种制度性创新， 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在改革早期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 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它同时也将土地使用权从集体转移到基于农户家庭。 因为土地使用权 （独
立于土地所有权） 在初始分配之后是不可转移的， 所以改革之后的农场平

均耕作规模， 受到初始配置于每个人家庭的土地面积的制约。 基于农村住户

调查的数据估计显示， 中国农村的家庭平均经营规模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为

０ ７３ 公顷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年）， 而且一直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６１
公顷。

自 １９７８ 年启动的土地改革的另一特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 影

响了经营规模的最优化和农户在资本投资上的决策。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 土

地承包权时间仅仅持续三年或者更短。 短期土地合约导致农户没有信心或者

激励去做出长期的生产和投资计划。 为了提高承包权的稳定性， 尽管其

“并没有得到正式的公布或者执行” （Ｚｈｕ 和 Ｐｒ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７）， １９８４ 年提

出了一项新的政策， 将合约期限延长为 １５ 年。 在 １９９３ 年， 中央政府公布了

一条指导性的意见， 将土地承包合约的期限延长为持续的、 固定的 ３０ 年期

限。 然而这一意见直到 １９９８ 年才正式加入法律中， 并得到重点宣传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但是这些政策一般很少改变农户投资的激励， 这是因为村干部 （当
地政府） 在某些规则下有权利在承包期重新分配土地 （也称为土地调整）
（Ｋｕｎｇ 和 Ｌｉｕ， １９９７； ＯＢｒｉｅｎ 和 Ｌｉ， １９９９； Ｐａｓｔｏｒ 和 Ｔａｎ， ２０００）。 这样的土

地重新分配也称之为土地调整， 其中全村范围内的土地调整， 称之为大调

整， 个别农户之间的重新分配称之为小调整。
在整个 １９８０ 年代到 １９９０ 年代， 大部分的农村土地都是由村一级的干部

使用行政权力的方法重新分配， 并且村与村之间的土地调整频率可能存在较

大的差别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Ｋｒｕｓｅｋｏｐｆ， ２００２）。 依据 １９９０ 年代的调查，
到 １９９６ 年， 中国 ２ ／ ３ 的村庄都使用了行政手段来重新配置土地， 通常是在

土地承包合约的中期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到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农业部的农

村定点调查数据显示， ２４４ 个村庄中有 ２０７ 个村庄进行了土地调整， 而且每

个村庄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２ 年土地调整的平均次数为两次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尽管土

地重新分配的具体方式在不同村庄存在较大的差别 （见图 ６）， 但其最常见

的实践形式， 就是村领导将所有村土地依据土地质量分类， 将不同类型土地

划分为平均分布的小块， 然后依据家庭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量重新配给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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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土地若干块。 因为土地的重新分配主要追求的是相对公平的土地分

布， 并能反映出土地使用的效率， 从而使得那段时间的平均地块面积和家庭

经营规模是在下降的。 到 ２００３ 年， 每个农户家庭平均的耕地面积下降到了

０ ５３ 公顷， 而这只是 １９８０ 年代平均值的 ７２ ６％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５
年）。

图 ６　 土地调整次数的差异

资料来源：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３ 年， 全国人大决定制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 （ＲＬＣＬ）， 其目的是保

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 与之前颁布的法律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法》 澄清集

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 并约束二者间的这种合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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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特别地， 它明令禁止村干部在农户 ３０ 年土地承

包权未到期前进行土地调整。 自此以后， 农村土地重新配置的频率就得到了

显著的下降。 平均而言，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只有 ２％的村庄进行了土地调整，
而在 ２００３ 年以前， 这一年度比率大约为 ９％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５）。 然而， 《农村

土地承包法》 仍然没有允许农户通过市场的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于是，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改革有助于提升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 却还

不足以实现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或帮助中国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从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 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因为更高的

工资而移居到城市里。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差不多 １ ６ 亿的农村居民移居到城镇地

区 （Ｍｅ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农村地区劳动力比率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９ １％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１ ４％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 年）。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快速下降提

高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回报率， 但在现行土地配置的制度安排下，
并没有同比例地增加农场的规模。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生产率

提升了 ６６ ３％， 但是平均农场规模只增加了 １５ １％ （见图 ７）。 尽管土地流转的

进程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加速了， 但是这些土地流转多发生在同一个村庄内的亲戚

朋友之间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大约 ５３００ 万 （２３％ ） 农

户向外出租了它们的土地， 总的土流流转面积占到了全部农业耕地面积的

２６％ （中国农业部， ２０１４ 年）。 然而， 平均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而言维持在

０ ６１ 公顷的水平， 对所有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维持在 ０ ７８ 公顷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由于农场规模依然太小， 从而不能获得利用更大型、 更高效

的资本设备对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好处。
最后， 在生产经营规模的分布特征上， 尽管大中规模的农户数量在迅速

增长， 但大部分农户仍然是在小块土地上进行耕作的。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土地耕作面积超过 ７０ 公顷的农户在总农场数中 （其中

平均农场规模为 １ ７３ 公顷， 大约是全国均值的 ３ 倍） 所占的比例仍然低于

０ ０２％ 。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农户生产调查数据的估

计结果， 中国的东北与华北地区超过 ９０％ 的农户的耕作面积不到 ３ 公顷，
其中， 大约有 ２ ／ ３ 的农户耕作面积还不到 １ 公顷 （见图 ８）。

为了鼓励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从而提升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 中国国务

院在 ２０１５ 年修正了 《国家土地法》， 正式地将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承包权中

分离出来。 这项政策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合法地通过市场进行转让。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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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劳动力—土地相对生产率与经营规模的相互关系：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注： 由农户家庭耕作的土地面积占据了全部耕地面积的 ９３％ 。 农户经营规模的估计排

除了一部分家庭， 其家庭成员虽然仍居住在农村地区但全部从事非农就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图 ８　 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农户经营规模 （耕地面积） 的分布：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数据的估计。

项方针的指引下， 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包括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已经

持续地帮助小农户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扩大其生产规模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类型的制度性安排将逐步支持那些决定留

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户， 实现土地经营的集中化， 并将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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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这一切将取决于农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例如土地流

转的高额交易成本； 正如 Ｋｉ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所述的那样） 是否会得到妥

善的解决。 目前公认的是， 单纯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实现的土地集中进而实现

机械化， 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业机械化和机械社会化服务

正如第 ３ 节所讨论的那样， 土地流转和集中将有助于通过改变农户在资

本投资上的意愿， 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率。 当家庭在一块面积相对较大的土

地上开展经营活动时， 因为可以从规模报酬递增和使用新设备与机器中蕴

含的先进技术获得更多收益， 所以他们更愿意支付资本投资的沉没成本。
不仅如此， 经营规模越大， 机械化程度和生产率就会越高。 如果提出这种

联系的文献 （例如，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Ｆｏｓｔｅｒ 和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２０１７） 是正

确的， 那么农场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可以解释为在大量小农

户存在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市场失灵， 或者是由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导致的

资本市场错配。
尽管扩大农场规模可以调和这一问题， 但小型农场的资本需求与工业化

生产下的资本供给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甚至还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越发失调， 因为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使得先进的资本设备更加有效但也更加

昂贵。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 资本外包服务的制度性创新相比土地的集中利用

可能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特别地， 基于市场的机械社会化服务

提供主体可以将个体小农户的机械社会化服务需求进行加总， 筹措资金购买

相关的设备， 匹配资本供给者的需求。 通过这一过程， 参与各方都最小化了

其成本， 并且不同规模的农户将会获得相同的资本设备和蕴含技术而不需要

承担相关的沉没成本， 否则， 就需要个体农场购买资本设备。 当基于市场的

机械社会化服务成为个体投资农业机器设备的一种完全替代以后， 农户就有

望在生产率上追赶大中型农户。 这表明， 使用基于市场的机械社会化服务替

代个体层面的机械投资， 是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和生产率的一种替代性和

更有效的方式。
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进程中， 中国先进生产技术 （使用农

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进行度量） 的利用与人均资本设备水平之间呈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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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一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使用农业机械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比重分别只有 ２８ ８％ ， ９ ４％和

５ ４％ （见图 ９）。 这主要归因于当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技术的

事实。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镇地区， 农业投资的快速上升提

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和机械化水平。 在整个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 年，
人均的拖拉机数量、 相关的设备数量和总机械动力分别增加了 ２ 倍、 ４ 倍和

９０％ （见图 １０）。 结果， 使用机械化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占比来度

量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到 ２００３ 年扩张了 ２ 倍还多。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随着人均资本设备的加速增长， 以及资本投资进一步的增加和农村劳动力供

给的下降， 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增长更为迅速。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在所有

耕地中， 超过一半采用机械化播种和收割， 而大约 ８０％ 的耕地采用过机械

化耕地。

图 ９　 采用机械化耕地、 播种和收割的农地面积：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尽管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在不断增加， 但随着时间

发生变化， 资本设备的结构 （在每单位设备的规模上） 和农场规模一起同

向变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３ 年， 大型拖拉机发动机功率在全部发动机功率中的占

比从 ６０％下降到 ２０％ ， 而同时平均农场规模从 ０ ７３ 公顷下降到 ０ ５３ 公顷

（图 １１ａ － ｂ 和图 １２）。 这段时间， 总资本设备的增长主要来自小型拖拉机和

设备的投资增加 （图 １１ａ 和图 １１ｂ）。 当 ２００３ 年以后平均农场规模开始增加

的时候， 大型拖拉机和相关设备的总量和占比也在开始增加。 然而， 小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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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中国人均拖拉机数、 人均相关设备数量和人均机械

　 　 　 　 总动力数：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拉机和资本设备的使用增速到 ２０１０ 年以后开始下降。 这就表明， 大型拖拉

机和相关设备的使用量增长成为全部资本设备增长的驱动力。 这就进一步表

明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 随着农户平均经营规模的扩大， 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结

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大型机器设备使用的增长， 且资本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因为大型机械一般而言更有效率）。

图 １１ａ　 分规模的在用大型拖拉机和相关设备的发动机功率数：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除了农场规模扩大以外， 另一项促使 ２００３ 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

结构向更大型和更有效的机器设备转变的重要因素， 就是农村地区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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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ｂ　 依规模分类的在用农业总机械数：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图 １２　 中国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数据的估计。

务 （主要是机械社会化服务） 的快速发展。①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那些向农户

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单位总数， 从 ８６００ 家增长到 ４２０００ 家———年度增长

率为 ３７ ２％ （见图 １３）。 在农场层面， 到 ２０１３ 年， 有 １６８６００ 家专业机构向

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户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 而且超过 １２ ４％ （全部 ４２４０

万户中的 ５２４ 万户） 的农户拥有大型设备和机器向市场提供机械社会化

２９２

①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政府对大型机器和设备的补贴是大型机器和设备投资的另一重要驱动

因素 （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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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这一年， 这种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市场总收入为 ５１０８ 亿元， 总利润

为 １９５６ 亿元。 资本设备相关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 不仅使得农户可以通

过获得大型机器和设备的机械社会化服务， 像大农户那样提升生产率，
而且也激励了资本设备持有者进一步投资于大型的设备和机器。 结果，
大且有效率的拖拉机和设备相对于小型和低效率的拖拉机和设备的相对

需求， 随着时间快速增长。

图 １３　 中国提供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单位个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尽管机械社会化服务逐渐变为推动中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的一项重要渠

道， 但它们对农业资本设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效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

主要是因为土地集中和平均农户规模都受到了高额土地交易成本的制约，
这种制约来自现有的制度性安排。 特别地， 专业组织提供的机械社会化服

务机械社会化服务在总的机械社会化服务中所占比率非常小。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机械社会化服务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数 １６ ８６ 万户， 占机械社

会化服务合约供应者总数 （全部 ４２５ ６ 万户） 的不到 ０ ４％ 。 在这些供应

者总数中， 不到 ２０％的供应者是大型机械 （机器和设备的现值超过 ５０ 万

人民币） 的持有者 （见图 １４）。 自 ２０１４ 年以后， 中央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

力度， 从而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使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机械社会化服务总

数翻一番 （中国农业部， ２０１４ 年）。 即便如此， 在这种基于市场的服务在

替代农场层面的投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前， 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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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机械社会化服务主体，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数据的估计。

土地集中和机械社会化服务合约： 相互对接

尽管土地集中和机械化服务可能有助于应对中国生产规模狭小带来的部

分挑战， 但它们仅仅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只是提供推动农业资本使用和农

业生产率提升的不同机制的处理方案。 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 （１） 哪一种

是更为有效的———土地集中还是机械社会化服务？ （２） 土地集中和机械社

会化服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回顾了分析农户经

营规模———生产率关系及其在中国潜在决定因素的三组现有文献， 并且使用

来自这些研究的发现来揭示这一问题。
第一类文献检验了农户经营 （特别地， 在这里指土地规模） 与生产率

之间的关系， 并为理解土地集中在解决小农户相关挑战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

有效信息。 沿着检验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率之间反向关系的文献 （Ａｓｓｕｎｃａｏ
和 Ｇｈａｔａｋ， ２００３；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ｙｅｒｌｅｅ， ２０１２），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０） 使用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９ 年农村家户调查数据， 检验了中国农户经营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农业总产出和耕地面积都在下降， 这主要归因

于地区行政性的土地分配政策、 无规律的非农工作机会和土地质量的异质

性。 最近，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使用了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东北和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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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农场层面和围场层面的粮食产业数据， 重新检验了农场规模与生产率之

间的关系。 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表明， 在过去 １０ 年中， 中国农场规模与水稻、
小麦和玉米产业的产出或利润率存在倒 Ｕ 形的关系 （见图 １５ 和图 １６）， 其

中每个农场的最优耕地面积为 ７ ～ １５ 公顷。

图 １５　 中国农场规模与作物生产率， ２０１３ 年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图 １６　 中国农场的规模—利润率关系

资料来源：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ｂ）。

检验农户经营规模—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的小农户可能并不

能从持续扩大经营规模的面积中获得好处。 尽管上述研究中有关中国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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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土地规模的发现是值得质疑的 （因为作者没有合理地考虑农场规模—生产

率关系中， 增加资本设备所起的作用）， 但是它仍然强调了这样的事实， 即在长

期中土地交易和集中利用并非可持续的。 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 例如， 土地改

革 （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 将花费多久时间使得大部分家庭农场的规模变为 ７ ～
１５ 公顷。 不仅如此， 对那些应用新作物技术 （引进最小耕作法和休耕法的生产

实践， 最少需要 １０００ 公顷到 ２０００ 公顷的土地面积来实施） 和追求递增规模报酬

的家庭农场来说， 这种规模可能仍然还是太小了。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所获得

的启示就是， 虽然土地改革有助于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 从而帮助扩大农场的

经营规模， 但它可能并不是解决小农户基本问题的必要条件。
与聚焦农户生产规模不同的是， 第二类文献 （例如，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指出， “机械化收割服务小组” 可能会改变小农户的生产模

式。 正如这些作者所提到的， 在农业生产某个阶段， 劳动力和资本的专业化程

度的缺乏， 约束了中国小型农场的生产力提升。 为了克服这一约束问题， 在恰

当的制度安排保证到位的条件下， 小型农场可以通过外包某些生产活动， 例如

收割和播种等需要专业化技能的生产阶段， 将其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阶段。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对江苏省沛县跨区域机械社会化服务的案

例进行研究第一次注意到了另一种观点， 即农户可以采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

来补偿在家庭劳动力与资本上的缺乏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改进。
尽管 Ｙ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和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所提出的机制没有解决农业

生产分解为多个阶段后的主要问题， 而且该方案并不仅仅与小农户相关， 但

是它提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来提升小农户生产率和利润率。 换句话说，
如果资本 （或者劳动） 服务可分且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合约将其与所有权分

离， 从而适应某个特定的农场规模 （见图 １７）， 那么就不再有必要集中耕地

从而扩大农户经营规模 （来使用更先进的资本或劳动力服务）。 在这个过程

中， 制度创新是消除高昂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关键， 这些高昂的交易

成本与拆分和资本服务在农场之间的分配有关。 尽管机械化服务目前仅仅占

到农业资本服务总体中的小部分， 但是近年来许多农民合作社开始在中国的

各省之间提供资本服务， 反映了中国农业生产中来自小农户的市场需求在不

断增长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具有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最后， 第三类文献分析了土地集中和机械社会化服务之间的关系。 尽管机

械社会化服务允许小农户在资本设备上追赶大农户从而降低不同规模农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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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使用服务合约的联合作业服务企业： 每公顷成本与收割面积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生产率差距 （Ｓｈｅｎｇ 和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２０１７）， 但是它们并不会中止农场变大的进

程。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机械社会化服务事实上有助于土地流转和集中， 因为

那些有着更良好资本设备的农户将更有可能有效地管理大面积的土地。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证明，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年， 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 签订这种类型机械

社会化服务的粮食生产农户相比没有使用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农户， 平均规模要

大 ０ １２ 公顷左右。 不仅如此， 如果考虑到其他农户和特定区域因素， 合作社或

公司农场相比普通农户家庭更有可能保留这种关系。 这就表明， 机械社会化

服务合约倾向于加强中国粮食生产中的土地集中利用。

结　 论

长久以来， 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狭小， 被认

为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约束。 作为文献中促进土地集中这一传统解决方

法的替代， 这一章指出了通过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户资本劳动比率从而解决小

农户问题的前景。 作为个体农户投资的替代， 市场化的资本外包将允许小农

户像大农户所做的那样获得蕴含在机器和设备中的新型生产技术， 与此同

时， 还可以将他们的生产过程资本化而不需要支付相应的沉没成本。 在某些

条件下， 机械化服务可以像土地集中那样有效地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和生产率水平， 而无须支付巨额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不仅如此， 由于精耕技

术将有助于增加受损土壤上的产出， 以前的土壤破坏问题就可以通过资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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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形式获得的先进技术来克服。
通过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 （例如收割） 进行外包， 中国的一些农户尽

管受到规模狭小和土地细碎化的困扰， 但仍然保留了其竞争力 （Ｈｕ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ａ；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尽管在理论上是有前途的， 但是基于市场的机械社

会化服务仍然受到市场摩擦、 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众多制度壁垒的限制， 从而其

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在中国农业生产中，
只有不到 １％的农业资本设备来自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组织。 机械社会化服务供

给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阻碍了他们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中不断增长

的机械社会化服务需求。 因此， 这就需要制度的创新， 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机械化

服务的使用以及土地流转来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小农户生产规模狭小问题。
中国的经验为印度、 印度尼西亚等小农户所占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

提升农业生产率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启示。 由于劳动和资本服务具有可分

性， 如果资本设备的最优使用可通过机械社会化服务实现， 那么农场规模就

不再是规模生产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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