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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研究

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了吗？
——基于全国三十一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张笑寒 1，岳启凡 2

（1.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 丹阳市委党校，江苏 镇江 212300）
［摘 要］基于 2000—2015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逐步回归、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规
模化经营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劳动节约型投资，但抑制了土地节约型投
资；加入控制变量后可知，农户收入水平、户均农产品产量、户均农地灌溉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
而农户消费水平呈负向影响；非农就业是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中介变量，这对于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
投资同样成立。因此，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解农业生产要素稀缺障碍，促进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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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瓶颈的约束日益加重，农业生产性投资正成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农产
品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强劲动力。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科学技术投资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需要强
化，要加大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补贴，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高对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化所需要机具的补贴

力度。数据显示，2009—2016 年，我国农业新增固定资产从 560.71 亿元增加到 7643.46 亿元①。与此同时，随着我
国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
农户间土地流转现象日趋普遍，
土地经营规

模不断扩大。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据农业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50 亩的规模经营农户已达

350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 3.5 亿亩，约占同期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20% 以上，土地规模化经营渐成气候。但是，一个
自然的问题是：究竟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否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当前农地流转
市场发展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而且也是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农业提效增收的关键。
通常而言，农户间日益频繁的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生产集中化，进而推动了农业生产性投资
的增加。林毅夫、沈明高运用计划经济、改革转型时期的相关数据，证明在禁止土地与劳动要素市场与交换的条
件下，农户会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选择加大能节约该要素的农业生产性投资［1］；钱忠好、王兴稳指出农户农

地经营面积扩大使其现有农业固定资产得到充分利用，还可能会继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2］；何欣等利用 2013 年
和 2015 年两轮 29 省代表性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农业生产性投入和产出随着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改变

而发生变动，其中职业农民家庭的亩均农业投入和产出都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3］；Gray 通过对拉丁美洲的研
究发现，较好的土地禀赋在使用化肥和机械时产出效率更高，可为农民工节省更多时间，而且农民工通过更多资

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获得更高的产出效益［4］；同样地，Van den Berg 基于浙江省的研究表明，随着土地规模的
扩大，对机械化的需求加大，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机械化生产效率更突出［5］。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土地
经营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加，骆永民、樊丽明运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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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认为土地规模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性投资产生不同的效应，两者并不是必然的正相关关系［6］；陈海磊等利用全
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山西省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土地流转并不一定能够加大农业生产性投资［7］；郜亮亮等认为，农
户规模经营的土地中有一定比例是帮助邻里代耕代种，地块可能随时被收回去，因而不会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
并长期投资［8］；杨丹丹、罗剑朝指出，由于农户获得贷款的可得性较低，资金无法满足土地规模的变化，因此不会
加大投资［9］；Deininger et al 对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的研究发现，高效率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会因为低效率的

交易合同而受到负面影响，因而农户不会选择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10］。可见，究竟土地规模化经营能否促进农
业生产性投资，学者们分歧较大。更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研究只关注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这一整
体类型的影响，而鲜有探讨对不同类型投资的影响差异。
根据要素稀缺性诱致技术选择理论，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诱致人们倾向于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投资类型。农业
生产性投资可分为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两类，其中，劳动节约型投资是指在劳动力要素稀缺情况
下，农户为了提高劳动力效率，选择增加各类农业机械的投入，以替代劳动力；土地节约型投资是指在土地要素
稀缺情况下，农户为了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选择增加化肥农药等投入，以替代土地。究竟土地规模化经营能
否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户是否倾向选择节约稀缺要素的生产性投资方式？另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及规
模经营相互作用，那么非农就业对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基于这些问题，
本文以土地规模化经营为逻辑起点，考察其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并利用 2000—2015 年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加以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非农就业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论证非

农就业在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中的作用，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土
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间接影响。本研究将为地方政府培育农地流转市场、推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等
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二、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机理
考察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理论上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即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
性投资的影响路径以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否通过非农就业而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
（一）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首先，
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实现规模效益，
刺激农业生产性投资。传统的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
缺少现代
化的生产要素和新技术的投资激励。随着农户土地流转不断展开，
这种由农地经营面积扩大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
加就被称为土地规模经济。以前的小农规模以小规模为主，
缺少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新技术的激励，
当生产规模
到达一定程度时，
增加这些生产要素和新技术才可能产生明显效果。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
投入这些生产要素
和新技术开始产生规模效益，
因此，
基于规模经济这一目标，
土地规模化经营将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
其次，土地规模化经营促使农户选择节约稀缺的要素投入，而增加相对富裕的其他生产要素投资。当土地
经营面积较小时，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能够适应生产经营的需求，但是随着经营规模和强度的增加，所需投入的
劳动力越来越多，劳动力要素渐渐变得稀缺。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农户将会选择节约更加稀缺昂贵的劳动
力资源，增加农业机械设备等要素的投入。与此同时，规模扩大意味着农户拥有的土地增多，因此节约土地的生
产性投资方式（如施用化肥等）往往受到抑制。
最后，规模化经营有利于转变土地经营格局，也将带来农业机械设备等要素的投资加大。土地家庭承包制
度下农户经营的地块零碎而分散，不仅造成田间管理不便，增加生产经营成本，而且带来资源的浪费，如增加边
界地埂和沟渠占用。此外，较小的地块规模还降低了需要一定作业面积的农业机械设备的使用，限制了农田基
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通过市场化流转或重新规划、调整等方式，使承包土地集中连片，不仅解决了农地细碎化
问题，扩大了经营规模，而且有利于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格局，推动专业化生产，促进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人
才、农业机械设备等要素的投入，即劳动力节约型投资将会加大。同时，由于土地经营面积大，农户生产难以做
到精耕细作，集约化程度偏低，单位土地面积的化肥等要素投入不会增加，土地节约型投资减少。综上所述，本
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改变农业经营格局，从而促进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节约型投

资，抑制土地节约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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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经营规模的扩大表明农户间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而土地流转有利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户非农
就业；反过来，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也推动了农户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
可见，两者存在相互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土地规模化经营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农户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唯有通过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来满足，目前各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日益完善，程序规范，手续简化，成
本缩减，提高了外出务工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也稳定了土地流入农户的收益预期，因此，土地流转及规模化经
营有利于解放被束缚的农业劳动力，优化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另一方面，非农就业对土地
规模化经营的影响。土地的保障功能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但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农户的家庭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城市中已经找到稳定工作、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对土地的依
赖程度降低，土地对他们的生活保障作用被弱化，由此加速了承包土地的向外流出以及流入农户经营规模的扩
大，对于生产者来说，土地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会提高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可见，非农就
业和土地规模化经营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因此我们还要考虑到非农就业在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
性投资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2。
假说 2：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非农就业而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本文以中国省级行政区作为数据的采集对象，由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
农地制度与内地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没有被纳入，最终由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 年这 16 年时间
跨度组成的 Panel 数据组成。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1）农业生产性投资。农业生产性投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根据不同资源要素状况
导致的对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差异，将其分为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劳动节约型投资可用户均农
业机械总动力来表示，一般户均农业机械总动力越多，越节约劳动力；土地节约型投资用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
量来表示，化肥施用量越大，则土地越节约。此外，考虑到农户家庭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农业生产性投
资以及文中其他变量均以农户为统计单位。
（2）土地经营规模。借鉴国内一些学者的做法［11-12］，本文采用农户户均播种面积来反映土地经营规模，具体
包括粮食作物、油料、棉花、麻类、糖料、烟叶、蔬菜、茶园、果园等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3）非农就业。非农就业的本质是农
表 1 各个变量统计分析结果
业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农民就业领域
从农林牧渔业转移到其他行业。非农就业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人口的增多，反过来说明从事农林牧渔从

Laborinvest

户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户）

业人员在减少，因此，本文以户均农林牧渔

3.458

10.534

0.803

2.028

Landinvest

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吨/公顷）

0.328

0.606

0.108

0.114

Labor

户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人/户）

1.179

2.382

0.225

0.412

Land

户均播种面积（亩/户）

10.734 36.132

1.166

7.041

的控制变量：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反映农

Income

农户收入水平（千元）
农户消费水平（千元）

5.650

23.205

1.067

3.919

户的人口资产特征，户均农产品产量和户

Rconsumption
Agriproduct

户均农产品产量（千斤/户）

Irriarea

户均农地灌溉面积（亩/户）

4.531

24.368

0.560

3.585

从业人口数量来衡量非农就业程度。

（4）控制变量。为提高拟合回归的可

信性，本文加入了 4 个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

均农地灌溉面积反映农户的土地特征。表
1 描述了各个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

5.001
4.428

23.005
26.924

1.039
1.040

3.913
4.490

表 1 中，被解释变量户均农业机械总动力最大值 10.534 千瓦/户，最小值只有 0.803 千瓦/户，最大值超过了最

低值的 13 倍，说明各省市户均农业机械使用量存在很大差异。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最大值 0.606 吨/公顷，
最小 0.108 吨/公顷，标准差是 0.114，地区间的差异也很明显。从解释变量户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户均播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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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看，最大值比最小值高出很多，各个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区别。控制变量农户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户均农产品
产量、户均农地灌溉面积的地区差异同样十分明显，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假说 1 的检验
1. 模型构建
本文模型参照了林毅夫的研究［1］，他研究了中国农业在要素市场交换受到禁止下的农业生产性投资选择，
验证了要素稀缺性诱致技术选择理论在中国特殊情况下的适用性。基于此，本文设置的模型如下：
（1）
Landinvest it = C 1 + β 1 Land it + ∑β j χ j + ε it
Laborinvest it = C 2 + α 2 Land it + +∑α j χ j + μ it

（2）

式（1）和式（2）中，Laborinvest 和 Landinvest 分别表示劳动节约型投资-户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土地节约型投
资-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Land 表示户均播种面积，Xj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C1 和 C2 为常数项，μit 和 εit 为随
机误差项，α2、αj、β1、βj 为模型的待定系数。模型中的各个系数符
表 2 土地规模化经营——劳动节约型投资
号代表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方向，系数为正数代表该自变量促进
Laborinvest（FE）
因变量，负数则表示抑制因变量，具体的系数估计值表示该自变
方程一
方程二
方程三
*
***
***
0.0939
0.216
0.222
量影响因变量的程度。
Land
（1.73）
（5.09 ）
（5.70）
2. 结果分析
0.631***
0.313***
Income
-（12.13）
（7.42 ）
本文运用 Stata12.0 软件对式（1）和式（2）进行回归。以 Haus⁃
-0.486***
-0.254***
man 检验判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Hausman 检验支持：劳 Rconsumption
-（-9.07）
（ -6.09 ）
动节约型投资选择固定效应，土地节约型投资选择随机效应。为
0.336***
Agriproduct
--（10.77）
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依次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方程一
0.252***
Irriarea
--的回归结果中只加入土地经营规模这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方程二
（ 11.47 ）
2.450***
0 .00671
2.711***
和方程三依次加入农户的人口资产特征维度和土地特征维度的
_cons
（4.18）
（ 0.01）
（7.17 ）
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2 和表 3。
F
2.98
109.49
194.02
R-sq
0.0064
0.416
0.678
表 2 显示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劳动节约型投资的影响。户均
*
**
***
播种面积对劳动节约型投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注：、 、 分别表示 10%、5% 以及 1% 的显著性水平。
明在劳动力数量一定时，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相对而言劳动力则
表 3 土地规模化经营——土地节约型投资
越显稀缺，农户便选择增加劳动节约型投资，结果符合前文的推
Landinvest（RE）
断。从控制变量看，农户家庭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节约型投
方程一
方程二
方程三
资，说明农户收入越高，越有能力进行此类投资；而农户消费水
-0.00843***
-0.00541***
-0.0120***
Land
平呈负向影响，说明在家庭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农户用于生活的
（-4.60）
（-3.51 ）
（-6.27 ）
0.0263***
0.0194***
消费支出增多，则对农业生产性投资减少；户均农产品产量和户
Income
-（10.13）
（7.42 ）
均土地灌溉面积均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节约型投资，前者说明农
-0.0190***
-.0138***
Rconsumption
-（-7.10）
（ -6.09 ）
产品产量越高，农户获得的收益越大，越愿意加大劳动节约型投
0.00254*
--资；后者说明土地有效灌溉面积大，有利于各类农业机械的使 Agriproduct
（1.62）
0.00780***
用，劳动节约型投资随之提升。
Irriarea
--（5.73 ）
表 3 显示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土地节约型投资的影响。户均
0.418***
0.332***
0.370***
_cons
播种面积负向影响土地节约型投资，并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
（15.77）
（14.32）
（ 15.39 ）
Wald
21.16
314.97
388.44
检验，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即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土地要素
R-sq
0.0386
0.397
0.453
相对劳动力而言较为丰裕，农户便会减少土地节约型投资，即减
注：*、**、***分别表示 10%、5% 以及 1% 的显著性水平。
①
少农用化肥、农药的施用量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规模
化经营状态下的主体也从小农户扩大到种田大户、家庭农场、专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重
① 这与吴意云等人的观点相同，根据他们的最新研究，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 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 0.3％和 0.5％，即适度扩

［13］
大农业经营规模，能有效帮助耕地减“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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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农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效应，控制生产中的化肥与农药投入使用。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 1，即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劳动节约型投资，抑制了化肥农
药的使用和土地节约型投资。
（二）假说 2 的检验
1. 模型构建
非农就业对土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土地流转和经营规模也同样影响劳动力的转移。据此，本文展开如
下推断，土地规模化经营可能通过非农就业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即非农就业是中介变量。参照 Baron 和
Kenny、温忠麟等的研究方法［14-15］，本文以存在自变量（X1）、一个中介变量（M）和控制变量（X2）的模型为例，中介
效应的一般模型为：
Y = c1 X1 + c2 X2 + e1
（3）
M = a1 X1 + a2 X2 + e2
Y = d 1 X 1 + d 2 X 2 + bM + e 3
中介变量的有效检验流程如下：第一步，检验方程的系数 c1，如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则按中介效应立论；如
①
果不显著，则按遮掩效应立论，但 c1 的显著性并不影响后续的检验 。第二步，检验方程系数 a1 和 b，两个系数都
显著的情况下，则中介效应显著，那么跳到第四步；如果有一个或者两个检验结果不显著，则需要执行第三步的
检验。第三步用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 H0：a1b=0。如果结果显著，证实中介效应显著，接着继续进行第四步，否则
得出中介效应不显著，停止接下来的分析。第四步，检验方程的系数 d1，如果结果不显著，那么直接效应不显著，
说明只存在中介效应；如果显著，那么直接效应显著，进行第五步。最后比较 a1×b 和 d1 的符号是否相同，如果相
同，结论是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如果异号，则按遮掩效应立论。
为了对非农就业在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检验，参照中介效应一般模型，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4）
Invest it = c 0 + c 1 Land it + ∑c j χ j + e 1
Labor it = a 0 + a 1 Land it + ∑a j χ j + e 2

（5）

Invest it = d 0 + d 1 Land it + ∑d j χ j + bLabor it + e 3

（6）

Invest 为农业生产性投资，包括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投资，e1、e2、e3 是回归残差。方程（4）分析的是土地
经营规模对两类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系数 c1 衡量了解释变量 Land 对被解释变量的总效应大小，这与方程
（1）、方程（2）基本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方程（5）分析解释变量 Land 对中介变量 Labor 的影响，系数 a1 衡量影
响程度及效应大小。方程（6）是将非农就业和土地经
表 4 农业生产性投资：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营规模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中，分析对农业生产
Mediator—Labor
性投资的影响，系数 d1 是在控制住中介变量后，主要解
Labor
Laborinvest
Landinvest
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作用。
-2.873***
-0.06084***
Labor
2. 结果分析
（-10.88）
（-3.46）
***
***
***
***
0.035
0.222
0.121
-0.0120
-.010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由于方程（4）回归
Land
（5.71） （5.70） （3.37） （-6.27 ） （-5.34 ）
结果与方程（1）、方程（2）一致，因而不需要再对其进行
-0.061*** 0.313*** 0.138*** 0.0194***
0 .0156***
Income
回归，表 4 显示了方程（5）、方程（6）的回归结果。其中，
（-9.14） （7.42） （ 3.38） （7.23）
（ 5.42 ）
列 2 为方程（5）的回归结果，列 3 和列 5 是方程（1）、方程 Rconsumption 0.032*** -0.254*** -0.164*** -0.0138*** -0.0118***
（4.79） （-6.09） （ -4.28） （-5.15） （ -4.37）
（2）的回归结果，列 4 和列 6 为方程（6）的回归结果，并
0.0009
0.336*** 0.339***
0.0025
0.00272*
分别对应农户的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 Agriproduct （ 0.18） （10.77） （ 12.16） （ 1.32 ） （ 1.65）
-.006*
0.251*** 0.233*** 0.0078*** 0.00755***
表 4 显示，对于劳动节约型投资，第一步，土地经营
Irriarea
（-1.84 ） （11.47） （11.87 ） （5.73）
（ 5.59 ）
规模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c1 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
1.01228*** 2.711*** 5.619***
0.370***
0.437***
_cons
即非农就业与劳动节约型投资相关关系成立，且较为
（16.98） （7.17） （ 13.05） （15.39） （ 14.12 ）
R-sq
0.629
0.678
0.744
0.453
0.463
显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a1 和
b 两个都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跳过第三步，即户均
注：*、**、***分别表示 10%、5% 以及 1% 的显著性水平。
① 中介效应的传统逐步检验法 c1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时，就停止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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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正向促进户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且关系较为显著，表明土地经营规模和非农就业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a1 显著），而且中介变量非农就业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 显著），故跳过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 H0：a1b=0。第四

步，系数 d1 显著，说明土地经营规模对劳动节约型投资的直接效应显著。进入第五步，a1×b 和 d1 的符号同号，说
明经营规模不仅直接影响农户的劳动节约型投资，而且中介效应存在，经营规模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
接影响劳动节约型投资。
对于土地节约型投资，经营规模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按中介效应立论。进入第二步，户均播种面积正
向显著影响户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中介变量对土地节约型投资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结果表明中介变量对
土地节约型投资间接效应十分明显。直接进入第四步，发现土地经营规模的系数也十分显著，即经营规模对生
产性投资的直接效应也很大。第五步，参照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在经营规模对土地节约型投资的影响过程中，
非农就业发挥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假说 2 提出的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非农就业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假说，在中介效应检验

中得到了验证，证明非农就业确实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作用，而且对于劳动
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投资这一中介效应均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土地规模化经营-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 2000—2015 年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取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论证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投
资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非农就业在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

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改变农业经营格局，促进农业生产中劳动节约型
投资，但抑制土地节约型投资；加入控制变量后，农户收入水平、户均农产品产量、户均农地灌溉面积显著正向影
响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而农户消费水平则呈负向影响；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
变量间接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且对于劳动节约型投资和土地节约型投资均成立。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土地流转有利于优化农村生
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各级政府应当重视农户土
地流转行为，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流转市场化进程。要注意非农就业对土地规模化经营
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中介效应，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的现实背景下，合理调整人地资源投入比例，
缓解农业生产中的要素稀缺障碍，共同实现劳动和土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农户的非农就业对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非农就业扩大了
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促进了农民增收。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农业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农民财政补贴，但是由于农

业生产成本增加和农户消费水平上升，补贴政策效果不佳。而且自 2016 年国家调整农业政策以来，大宗农产品
出售价格出现波动甚至下跌，农户仅靠农业经营收入来维持家庭日常消费支出越发困难，所以，一方面要不断鼓

励农民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等来源，另一方面应逐步以农户收入补贴来代替传统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提高
农户收入水平，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家庭消费支出，缓解其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抑制作用。第三，增强农村金融服
务能力。农业生产经营离不开一定的资金投入，实证结果也表明农户家庭收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多数农户的生产性资金主要来源于自身家庭收入，当
自有资金不足时，很难获得外部信贷资金的支持。因此，必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进程，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试点，激励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需求特征，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机制，增强农户贷
款的可得性，满足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需求。此外，充足的资金支持也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和户均农产品

产量，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第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以占全国耕地 48% 的灌溉土
地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 80% 的粮食和 90% 的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表明土地有效灌溉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利

用各类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机械设备。在目前农村土地资源稀缺状况下，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完善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切实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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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Land Scale Management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Invest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Thirty-one Provinces（
（Cities）
）
across the Country
ZHANG Xiaohan1 ，YUE Qifan2
（1.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2. Party School of Danya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Zhenjiang 2123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0 to
2015，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the impact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on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investment is estimated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ansion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promotes labor-saving investment and restrains land-saving investment；after adding the control variable，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er household and the irrigation area per househol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saving investment and land-saving investment，while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farmers has a
negative impact；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affecting agricul⁃
tural productive investment，this is also true for labor-saving investment and restrains land-saving investment. There⁃
fore，we must accelerate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promot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alleviate the obstacles of scarc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promote agricultural ef⁃
ficiency and income.
Key Words：
：land scale management；labor-saving investment；land-saving investment；non-agricultural employ⁃
ment；agriculture productive investment；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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