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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农户投资行为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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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0年代以来 ,农户投资行为 具有投资比重 高、波 动幅度小、非农倾 向显著等特 征 ,这

些特征显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 ,具有校正政府投资行为 ,改变政府的农业宏观调控方式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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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庭承包 责任制 实施以 来 ,我 国农业 投资运

农产品收购价格 ,刺激农户的农业投资 ,来弥补或替

行机制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投资 主体由过去的

代中 央政府削减 的直接 资金注 入 ,想 以此政 策来培

“双源渠道”的双元主体结构变为“多源渠道”的多元

育一 个以农户为 基础 ,以地方 政府和 农村集 体为主

主体 结构 ,农 户由从前 单纯的 消费者 和劳动 力的供

导 ,以信贷资金为支柱的农业投资体系。 但 是 ,地方

给者变为与国家政府和农村集体并存 的独立投资主

政府在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约束下 ,也减少了对

体之 一 ,成 为农业 生产经 营活动的 直接承 担者。 因

农业 的投资 ,并且减少 的速度 和幅度 均大于 中央政

此 ,农户的 投资行为 ,农 户的农 业投资规 模 ,对我国

府 ;农村集体由于本身积累能力的弱化和受投 资“趋

农业 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 要意义 ,从农 户的投 资行为

利”的诱导 ,对农业的投资规模也达 不到农业发展所

和农 户农业投资 的规模 表现中 ,可以 寻求符 合农业

需要的水平。结果是 农户充当了农业投资主体的“角

经济发展客观要求与农业经济发展现 实的农业经济

色” ,农户对农业 的投资 占全部 农业投 资比重最 大。

政策取向。

(可见表 1)

一、目前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 承包责 任制开 始实施 后 ,农 户完全 变成了
从事 农业经济活 动的相 对独立 的经济实 体 ,尤其是
市场 取向改革后 ,农户 作为独 立经济 实体的 行为权
利进 一步扩大 ,生产 什么 ,如何 生产 ,为谁生 产这些
基本问题的选择具有了更大的灵 活性。 解决这些基
本经 济问题主要 的行为 手段是 农户的投 资 ,即农户
资本的支付方向和规模。如果对 90年代以来我国农
户投资的方向和规模作一考察 ,那么可以发现 ,农户
投资行为表现为以下主要特征:
1.农户是占全部农业投资总构成中比重最大 者
改革前 ,国家为了防止农业生产的萎缩 ,在从农
业抽取经济建设资金的同时 ,在有限的资金限 度内 ,
对农业 资金投入规模 还是基本正 常的。 但是 ,从 80
年代开始 ,中央政府首先改变了农业资金注入 模式 ,
以价 格政策替代 以往的 资金直 接注入政 策 ,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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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投资构成 (% )
时期

财政

信贷

农户

“六五”后 三年

10. 9

26. 7

61. 7

“七五”时期

7. 43

33. 8

55. 1

“八五”前 四年

9. 40

35. 7

52. 4

(资料来源: 《农业经济问题》 1997. 1,第 56页。)

从 上表 可见 ,在全 部农 业 投资 中 ,农户 承 担了
50% 以上。从总体上 讲 ,这一时期的农业投资呈不足
趋势 ,如果 没有农 户这样 大规模 的投资 ,从 80年代
后期开始的中国农业经济真不知 道会有什么样程度
的滑坡。这也说明 ,从 80年代开始 ,农户对中国农业
经济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2.农户的农业投资波动幅度弱 于其它投资主体
对农业投资的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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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 以来 ,我国农 业投资 的数量 表现之 一就是

再加 之长期以来 的牺牲 农业、优先工 业化的 经济发

各农 业投资主体 的农业 投资规 模均呈波 动征状 ,但

展战略 ,使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家庭承包制实施后

不 同的 投资 主体 对农 业投 资的 波动 幅度 却不 尽相

的农 户已成为相 对独立 的生产 经营者 ,在资 本可以

同。就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 业投资的波动而言 ,农户

自由 转移的条件 下 ,其 投资行 为受利 润最大 化目标

对农业投资的波动幅度小于农村集体 对农业投资的

的约束 ,必然表现出投资的非农倾向。 并且 ,各投资

波动幅度。 (见表 2)

主体对农业投资也表现出冷淡态 度。值得注意的是 ,

表 2 农户和农村集体对农业投资分布比重 (% )
时期

1991

1992

1993

1994

农业投资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集体 个人

农 户投 资 的非 农倾 向明 显高 于其 它投 资主 体。 在
1991— 1994年 的农村生产 性固定资 产投资中 ,农户
非农 产业投 资 年递减 速度分别 是 3. 2% 、 4. 5% 、 0. 3% ; 农村 集体的 非农 产业 投资 分别 是 6. 8% 、 -

14. 6 15. 6 8. 8 15. 4 5. 1 16. 1 4. 8 15. 7

9. 6% 、 - 0. 1% ; ① 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 资分别是 0.

(资料来源: 据《 1995年经济绿皮书》 102页数字计算得

3% 、 0. 9% 、 0. 3% 。② 可 见 ,农 户对 农业 投资的 非农

出。)

倾向明显高于国家和农村集体投 资的非农倾向。
从上 表数字 可以看 出 ,农 户对农 业投资 波动幅

度在 0. 1% — 0. 7% 之间 ,农村集 体对农业投 资波动
幅 度在 0. 3% — 9. 8% 之间 ,显 然 ,农户 对农 业 投资
波动幅度小于农村集体对农业投 资的波动幅度。 同
期的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农 业基本建设总
投资 的比重的波 动幅度也 在 0. 33% — 1. 53% 之 间 ,

二、农户投资行为的经济分析
要对农户投资行为作出正确 、科学的分 析 ,首先
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农户投资规模 。如上所述 ,在我国
农业投资总构成中 ,农户投资所占比 重均在 50% 以
上 ,农户承担了农业投资比重的大头。农户承担如此

投资波动幅度也远远高于农户对农业 投资的波动幅

规模的投资是否合理 ,值得讨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

度。由此可见 ,我国农户对农业投资虽然也表现出波

展 ,农业“劳动生 产力的 提高 ,表现为 劳动的 量比它

动征状 ,但在各投资主体对农业投资的波动中 ,农户

所推 动的生产资 料相对 减少 ,或者说 表现为 劳动过

对农业投资的波动幅度是最小的。

程的主观因素的量 比客观因素的量相 对减少”。③ 因

3.农户投资的非农倾向显著

此 ,“农业本身的 进步 ,总是表 现在不 变资本 部分比

农业 生产是 自然再 生产与 经济再生 产的统 一。

可变 资本部 分的相 对增加 上。”④ 所 以 ,农业投 资规

农业 生产包括社 会劳动、自然 环境和 农业生 物体三

模随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张 是必然趋势。 农业

个方 面 ,其 中 ,农 业生物 体是农 业生产的 劳动对 象 ,

投资 的范围是相 当广泛 的 ,大 体上可 分为农 业基本

自然环境构成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物质 与能量转换的

建 设投 资 ,农业 生产 经营 投资 ,农 业生 产技 术 的研

外部条件。 这种物质与能量转换效率 高低的关键是

制、开发和 推广投 资。 如此面 广线长 的农业 投资范

农业 生物体与自 然环境 的适应 和协调程 度 ,而决定

围 ,要保证农业投资的规模 ,根据各 类投资范围的特

农业生物体的适应和协调程度的主要 因素是农业生

点确定投资主体是基本要求。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

产的技术水平。由于农业生 产技术变革滞后 ,农业生

业生产技术的研制、开发和推广投资 ,由于投资的周

产对 自然条件的 依赖性 很强 ,这就使 农业生 产具有

期长、所需资本数量大的特点 ,应由 国家政府充当投

强烈 的不稳定性 ,自然 风险大 于其它 任何的 产业部

资主体 ;一般性的日常生产经营投资则由农 户承担。

门。农业产品是满足整个社 会需要的产品 ,具有社会

因为 ,这类投资既适合农户的投资能力 ,又与农户的

公益性 ,替代程度小。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 ,农

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并且相关性很大。 而长 期以来 ,

业生 产的变动性 相对较 小 ,机 会成本 也大于 其它产

国家 和农村集体 对农业 投资的 规模递 减 ,加 剧了农

业部门。农产品的需求弹性 低 ,决定了农业生产者是

业投资不足的局面。因此 ,如果没有农户的大规模投

既定 价格的接受 者 ,在 出售农 产品或 购买农 用工业

资 ,我国农 业经济 的大幅 度滑坡 是难以避 免的。 可

品时 ,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 ,承担的市 场风险大于其

见 ,我国农业投资不足 ,主要在于农 户对农业投资不

它的产业部门。 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 了农业生产部

足的说法本人是难以认同的。我国农业投资的不足 ,

门是弱质产业部门。 我国农产品市场 体系的不健全

主要在于国家和农村集体对农业 的投资不足。

和政府干预的不规范 ,使农业生产的弱质性更 明显 ,

在此 基础上 ,对我 国农户 的投资 行为可 以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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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政府的农业宏观调控方 式

1.农民与土地的“脐带”关系依然 很密切

经济政策虽

从产

然不 能增加农业 生产要 素的供 给数量 ,但合 理的农

业投 资的收益比 较来看 ,较之 于其它 产业投 资于农

业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改善农业生 产要素配置的环境

业的收 益最低。 但是 ,我 国农户的农业投 资并不因

和效率 ,进而改善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速度、效率。

此而有大幅度的减少。产生 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主

因此 ,农业 经济政策是 推动农 业经济 发展的 核心因

要表 现是 ,一 方面是农 户缺乏 投资于 其它产 业的各

素 ,也是造成农业生产衰退的主观因素。农业经济政

种能 力 ,如 资本量的 限制 ,技术、组织 和管理 能力的

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政府政策行

欠缺 ;另一 方面是土 地对农 民来说 ,是比 较稳定、可

为与农户行为的对立统一之中。 家 庭承包制实施以

靠的生活来源。 因此 ,近几年来 ,尽管 农民收入相对

后 ,农户已是具有经济理性的相对独立的经 济实体 ,

于城 市居民收入 偏低 ,农业生 产资料 价格上 涨幅度

利用 一切可能获 得的经 济信息 调整其 经济行为 ,尽

大于 农产品价格 提高幅 度 ,农 户还是 对农业 投资存

可能实现预期利润。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 ,对农

在一定程度的热情。这说明 ,目前的农户对土地还存

业经济实施一定的干预和控制。干预和控制的手段 ,

在很 强的依赖性 ,这也 正是我 国农业 经济发 展的潜

受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的限制和传 统的计划体制的影

在希望。 因此 ,在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上 ,必须根据

响 ,主要还是市场调节和行政干预的结合 ,而且行政

工农 两大产业发 展的实 际状况 ,实施 工农产 业的平

干预有时极为突出。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时 ,为了保证

等发展战略 ,改变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局面 ,实施农

农产品的供给 ,政府对农产品的调控方式 ,或是采取

业市 场保护政策 ,切实 保证农 业收入 随着农 产品的

计划 定购或是采 取关闭 农产品 市场的 办法 ,甚至采

增产而增加 ,从而调动农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推动

取地区封锁、取消农产品自由进出的办法 ;而当农产

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品市场供过于求时 ,则采取减少计划定购数 量 ,或者
在 市 场化 改革 的 进程

是压 低农产品收 购价格 的办法 ,将农 业生产 经营活

中 ,将农业生 产经营活 动完全 推向市 场成为 一种倾

2. 校正 政府 投资 行为

动完全推向市场。 政府的这种“一推一拉”式的调控

向 ,影响所 至 ,逐 渐减少 农业投 资 ,放 弃了政 府在农

方式 ,将农业生产的风险完全推给了农户 ,农户对此

业上 的公共投资 职能 ,并且仍 在继续 强调农 业的资

自然“博奕” ,将其投资能力转移到其它产业 上去 ,形

金贡 献功能 ,使农户承 担了许 多不该 由农户 承担的

成投资行为的非农倾向。因此 ,中国政府的农业宏观

投资范围 ,扩大了农户承担的投资规模。但无论如何

调控 方式必须转 变: 一 方面是 使农产 品的收 购数量

农户的投资也替代不了政府的公 共投资。 这一方面

有利 于农业生产 的稳定 发展 ,避免欠 年多收 和丰年

取决 于农户投资 能力有 限 ,另 一方面 也取决 于公共

少收 的现象发生 ;另一 方面是 使政府 的收购 价格水

投资范围的经济利益流失大、公共利益高的特点。农

平趋于市场价格水平 ,保证农业经济利益 ,以经济手

业生产后劲的形成和保持 ,是长期投资 ,尤其是公共

段为主 ,保护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减少

投资 的结果 ,这种能力 的培育 决不能 纯粹地 依靠市

或杜绝农户投资行为的非农倾向 的发生。

场调解完成。 因此 ,政府在投资行为上 ,必须承担起

由此可见 ,保证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政 策取向 ,

其应 该履行的职 能 ,保 证农业 基本建 设投资 和农业

必须 是保护农户 的农业 生产的 积极性 ,校正 政府行

生产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投资达到应有的规 模 ,为

为的偏颇 ,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只

农业 经济的持续、稳定 发展创 造必要 的物质 技术基

有这 样 ,才 能保证 中国农 业生产 的直接 主体— — 农

础。

户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其 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1995年经济绿皮书》 ,第 102页。
②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
③马 克 思《资 本 论》 第 一 卷 , 第 683 页 ,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版。
④马 克 思《资 本 论》 第 三 卷 , 第 857 页 , 人民 出 版 社
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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