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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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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非粮化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研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正

确认识非粮化，也为制定差异化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文章以 2008—2018 年我国 26 个

省 （市、自治区） 为样本，在运用 SBM-GML 模型测算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
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1） 样本期

内所考察地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破“1”增长，且相较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全国平
均值而言，粮食主销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显著。（2） 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确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 7.638，且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跨过门槛

值之后将显著大幅提升。（3） 分区域来看，各区域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动趋势，与其粮
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结论］ 采取差异化的非粮化控制措施，可以最大程度上提升粮
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门槛地区可建立非粮化预警机制，而高门槛地区则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但都须
将种粮利润协同保护作为重要工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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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农业农村部印发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2018-

2030 年）》 中指出农业生产的“三个转变”，即：从注重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从注重生产
功能为主向生产生态功能并重转变，从注重单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转变[1]，这表

明我国对于农业生产既注重粮食安全，更兼顾农业发展质量。因此，想要改善化肥、农药、农膜、除草
剂等传统投入要素所引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现象，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时代所
需。但与稳定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相悖的是，交织农业生产成本上涨，种粮利润空间受挤，理性农户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部分地区的耕地非粮化现象愈发凸显，那么耕地非粮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是否造成影
响？影响“度”如何？不同区域有无差异？文章以粮食生产为例，实证探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 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来讲，可以有效地兼顾资源与环境约束，反映粮食生产的真实效率。对比以往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2-7]，学者们多从以下角度开展研究，即界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概
念、对比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拓展研究宏微观层面数据、分析具体的影响因
素等，在学习吸收已有众多文献的基础上，该文尝试通过剖析具体影响因素，增加该部分研究的边际
贡献。
很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认为“非粮化”是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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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农业结构、生态效益和生产质量等角度进行探讨。常伟和马诗雨[8]提出“非粮化”现象是指在农地规
模流转过程中，转入方将转入的农地大部分用于非粮食作物的种植或从事非农经营的现象，而种粮成本
高、效益低等是导致“非粮化”的原因。陈卫洪和漆雁斌[9]研究发现稻谷种植面积和大牲畜饲养数量对减
少农业源甲烷的排放具有重要作用，表明不同农业产业结构形式确实对生态环境存在影响，因此考虑到
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也可能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而金芳[10]研究发现新时期确应重视农业产业
结构的合理调整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以提升农业整体发展质量。宋戈、白小艳、高佳[11]
综合运用负外部效益测算方法，发现研究区耕地非粮化粮食安全负外部效益和耕地非粮化生态环境负外
部效益的空间分异规律基本一致。郭珍[12]提出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
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献表明，耕地非粮化产生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生产成本高，收益低，而耕地非粮化所带来的农业产业结构形式转变，加之耕地非粮化对
生态环境的潜在外部性，将很大程度上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一是缺乏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相关
研究。以往研究对“非粮化”现象与农业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探讨多围绕各自角度出发，对两者之间的
作用机制仍待挖掘探讨。二是缺乏考虑区域异质性条件影响。由于未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差异等扰动条件，区域同质性假设所得结论并不能很好的指导实践，尤其是没有重视农业决策
主体所受种粮成本收益的各自差异，所带给区域非粮化趋势增减的重要影响。鉴于此，该文利用 2008—

2018 年 26 个省 （市、自治区） 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综合考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考察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的
门槛效应？若受门槛值影响，驱动抑或阻碍？

1

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前苏联教科书中曾提到“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增长方式相较而言，前者依靠要素投

入驱动，后者更加注重生产效率与效益驱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80 年在索洛模型单一强调劳动
和资本要素的基础上，新增长理论拓展提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等作为模型中的独立要素纳入考量，而这
一理论创新也更加贴合实际。总而言之，农业生产需要综合考虑多类投入要素，通过改善投入产出关系
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然而非粮化的发展会影响要素投入、要素组合以及利用效率。因此，该文
选择从要素投入结构、种植结构两个视角出发，分析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非粮化改变农业要素投入结构，进而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如劳动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均会受利益驱使优化资源配置，从低效率或低收益的部门自由流动至高效率或高收
益的部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受要素流动与重新配置的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也
将发生变化。近年来，耕地非粮化现象凸显，大量原本种植粮食的农民，由于后受种粮利润或者土地流
转成本的影响，转出土地后选择从事瓜、蔬、花、果等非粮生产，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结构也随即产生
变化。一是蔬菜、水果等非粮化产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吸纳劳动力较多，相较于高度机械化发展的粮
食产业而言，该非粮产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二是从土地生产解放出来的青年劳动力
择业进入城市务工，留守种植粮食的劳动力结构将呈现老龄化等特征，且已有相关研究指出伴随农业劳
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前期会呈现下降趋势[13]。三是蔬菜、水果等非粮化产业
较之粮食种植而言，其周期性大大缩短，对于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多类农资的投入需求将直线上
升，生产中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且耕地非粮化的高收益会促使理性小农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产
生辐射带动效应，加剧周边地区“非粮化”，进一步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非粮化改变农业种植结构，进而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耕地非粮化所带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往往伴随产业内部不同细分部门和要素利用效率的变化，这均会影响农业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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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一是耕地非粮化后，土地转入经营主体将原有种粮耕地改为观光
农业、畜牧养殖业等，此时田间基础设施将被整改，如水利灌溉、河道迁改、道路修设等，土壤层便会
因此遭到破坏。一旦流转期限到期或承包户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中途离开，后续土地修复工作将十分困难，
甚至无法再复耕，进而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长久不利影响[14]。二是耕地资源的稀缺性表明，
伴随耕地非粮化现象凸显，种粮耕地面积将进一步缩减。而耕地面积与种粮劳动力同时减少，将不利于
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生产，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将倒逼农民在有限土地上更高效地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
等，以控制成本，提高产量，获得生产效益，间接地提高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由此可见，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富有双面性，既有负向的阻碍作用，又有正向拉
动作用，且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很可能受区域异质性条件如种粮利润的影响。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值的门槛效应，这是该研究提出的重要理论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面板门槛模型设计
为验证种粮利润是否扰动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根据 Hansen[15]，以种粮利润

为门槛变量，以非粮化作为门槛依赖变量，设计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
槛效应。
设定单一面板门槛模型为:

(

)

(

)

Y it = u i + β 1 X it·I q it ≤ γ + β 2 X it·I q it > γ + θz it + ε it

双重面板门槛模型为

(

)

(

)

（1）

(

)

Y it = u i + β 1 X it·I q it ≤ γ 1 + β 2 X it·I γ 1 < q it ≤ γ 2 + β 3 X it·I q it > γ 2 + θz it + ε it

（2）

模型 （1）（2） 包括被解释变量 Y it，个体固定效应 u i，影响系数 β和θ，门槛依赖变量 X it，指标函数

()

I · ，门槛变量 q it，门槛值 γ，控制变量 z it，随机扰动项 ε it，样本 i，及时间 t。

首先需确定门槛值 γ 的大小，借助 Hansen[16] 的 GridSearch 方法将门槛依赖变量 q it 按最高和最低 1% 的

去除，然后连续对备选门槛值进行格栅化处理，并分别计算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1 (γ)，以 S1 (γ)最小为

判断依据确定门槛值。最后，对门槛效应显著性和门槛值真实性进行检验。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采用
wald 检验方法。单一门槛模型原假设: H0： β 1=β 2，如果 P＜0.05，则认为门槛效应显著。门槛值真实性检
验参照 Hansen[15]以最大似然法进行。
2.2

变量选取及测算方法

2.2.1

被解释变量

（1）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测算指标。①投入指标。包括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粮食播种面

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药使用量、化肥折纯量和有效灌溉面积。参照闵锐和李谷成[17]，通过权重系数将
粮食生产投入从广义的农业投入中剥离，权重系数 A=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权重系数 B= (农业
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A。②产出指标。粮食产量为期望产出，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

（2）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测算方法。SBM-GML 指数法是将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法(简称 GML 指数法)与 SBM 模型相结合，通过非径向非角度的当期和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来
处理非合意产出的一种方法[18]。
2.2.2

门槛依赖变量
非粮化 （flh） 该文结合相关研究文献与非粮化内涵，选取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计算得到非粮作物播种面积，参考闫建伟[19]定义非粮化=非粮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统筹兼顾
粮食种植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规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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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变量
种粮利润(lr)该文以种粮收益 （稻谷、玉米、小麦） 反映历年各地农户种粮利润差异。根据前文假设

可见，在不同种粮利润的干扰下，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非线性。
2.2.4

控制变量

（1） 农业产业结构 （jg）。利用种植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表示，各地区农业生产资源禀赋条件不

同，既是优势也为约束，受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形地势条件的影响，因地制宜选择农业生产方式，因此，
不同的农业产业结构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2） 土地质量水平 （tz）。利用化肥施用
量/农作物种植面积表示，化肥使用可以提高粮食生产率，而过度使用必然导致边际效果递减，对土地质
量水平产生不利影响。（3） 财政支农力度 （cz）。利用农林水事务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表示，可以更好
地衡量地区政府行为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环境的支持力度，不同的农业投入对应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效
果不同，进而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程度不同。（4） 自然环境 （sz）。利用受灾面积/总播种面积表
示，以此衡量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天然存在弱质性，使得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粮食产量有直接
影响。
2.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科学性、可获得性及 DEA 对异常数据的敏感性，该文选取我国 2008—2018 年 26 个省

（市、自治区） 份的具体投入与产出面板数据，所需原始数据均为官方统计，摘录于 《中国统计年鉴》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等。

3
3.1

结果与分析
我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分析
从时序演变方面来看，我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内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分解指数技术

进步是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图 1 所示。分阶段来看，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于

2012—2014 年首次出现下降，考虑到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入上升的疲软期，尤其前沿技术

进步下降明显。2015—2017 年技术效率出现样本期内最低值，导致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次出现下降。
随着农业科技在粮食生产中的不断应用，农业生产技术革新比生产技术效率改进在短期内更具有效益，
加之长期以来，农业改革主要侧重于农业管理和制度层面，从而对生产技术效率的革新产生抑制，说明
我国粮食依旧处于一种重要素投入而忽视效率改进的阶段，发展绿色集约型农业亟需对此改进。

图1

2008—2018 年我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时序演变特征

从各省域空间差异来看，2008—2018 年各地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破“1”增长。其中，新疆

居首位，为 1.431，即样本期内其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 43.09% 的速度增长。广东省最低，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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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考虑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 0.95%。在 26 个省 （市、自治区） 份

中，只有新疆、内蒙古、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等地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
进双重驱动下进步的，属于集约型增长的发展方式。而广西、四川省、江苏省、广东省等 10 个省区基本

都是依靠技术进步拉动，说明这些地区在粮食生产过程中仍存在技术效率不高、资源消耗严重问题，今
后必须进一步重视效率的提高，兼顾技术革新和效率改进。
从分区空间差异来看，粮食主销区相较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全国平均值而言，其粮食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显著。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主要是由于禀赋差异，如劳动力成本居高，更侧
重于技术效率方面改进，其技术效率带来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力远高于粮食主产区和产销
平衡区。相较而言，地形多属平原的粮食主产区，资源禀赋较好，在发展粮食绿色生产中更注重农业绿
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而产销平衡区多位于中西部高原山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不利于粮食作物生
长，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农药、化肥提升产量，便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效率改进产生抑制作用。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所有变量的基本情况汇总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1
组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门槛依赖变量

非粮化（flh）

142.447

115.042

81.320

1 064.740

313.436

596.383

-1 364.450

2 176.700

0.037

0.013

0.014

0.080

门槛变量

种粮利润（lr）

控制变量

农业产业结构（jg）

0.551

0.339

0.675

土地质量水平（tz）

0.138

0.117

财政支农力度（cz）

表2

所有变量先后通过同根检验法 LLC 和异

根检验法 IPS，除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d(GTFP)

见表 2 所示。
3.4

种粮利润(lr)

为排除异方差影响、增强可比性，对所
有变量取对数处理。为检验非粮化对粮食绿

农业产业结构(jg)
土地质量水平(tz)

1.734
0.968
0.189

0.012

0.695

单位根检验
异根检验法 IPS

统计值

P值

统计值

P值

-3.866

0.000

-0.308

0.378

-5.763

0.000

-51.996

0.000

0.000

-8.672

-66.178
-19.027
-6.000

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

财政支农力度(cz)

d(tz)

-29.174

的门槛效应，先模拟设定双重门槛模型，采

自然环境(sz)

-14.827

用 Bootstrap 循环检验 500 次，P 值未通过显

最大值

0.050

-7.509

非粮化(flh)

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确定

0.365

同根检验法 LLC

变量

直接通过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平稳，结果

0.032

0.001

变量平稳性检验

土地质量水平一阶差分后平稳，其余变量均

最小值

0.025

0.200

自然环境（sz）

3.3

变量描述性统计

-17.28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7.226
-3.480

0.144

-6.975

-26.357
-9.134

0.000
0.000
0.000
0.557
0.000
0.000
0.000

著性水平检验，然后将模型模拟设定为单一门槛，此时门槛效应显著，见表 3 所示，故选用单一门槛模
型。然后根据 Hansen[15]的 LR 检验确定种粮利润 （lr） 单一门槛值为 7.638，见表 4 所示。
表3
门槛模型

F值

P值

双重

17.140

0.170

单一

68.880

0.000

门槛效应检验
Bootstrap 次数

10% 临界

5% 临界

1% 临界

500

32.138

37.633

43.793

500

21.368

25.668

4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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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稳健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该文通过对比回归，以检验模型

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5 所示。第一个

门槛值及置信区间

模型类型

门槛值

低

高

Th-1（单一门限估计值）

7.638

7.637

7.642

模型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单一门槛回
表5

归模型。第二个模型加入控制变量。
第三个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从第一

变量

个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当种粮利润水

非粮化(flh)
（当种粮利润水平小于
7.638）

平小于 7.638 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影 响 系 数 为 -0.206，
但并不显著，当种粮利润水平大于
7.638 时，影响系数提高到-0.331，且

非粮化(flh)
（当种粮利润水平大于
7.638）

模型二
-0.240（-1.470）

-0.331**（-2.310）

-0.348**（-2.170）

0.225（0.590）

农业产业结构(jg)

产率的作用。第二个模型回归结果显

土地质量水平(tz)

示，加入控制变量后非粮化对粮食绿
升 ， 当 种 粮 利 润 水 平 大 于 7.638 时 ，

常数
著

0.152（0.419）

-0.160 （-6.090）

-0.029（-1.079）

***

5.723***（10.390）

-0.439***（-4.344）
-0.785***（-7.402）

0.385 （2.420）

自然环境(sz)

模型三

-0.376（-1.460）
**

财政支农力度(cz)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进一步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抑制作用。

模型一
-0.206（-1.410）

非粮化(flh)

具有显著负向抑制粮食绿色全要素生

非粮化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粮食

稳健性检验

5.019***（2.920）

0.025（0.231）

6.967***（6.602）

注：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

第三个模型经 Hausman 检验后设定为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再次显示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呈显著抑制作用，且抑制程度有所提升；控制变量的影响和第二个模型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第二个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反向关系，且确实存
在以种粮利润门槛的门槛效应，当种粮利润水平大于 7.638 时，这种反向抑制作用将大幅显著提升。因
此，重点分析加入控制变量的单一面板门槛模型。

在第二个模型中，当种粮利润水平小于 7.638 时，估计系数为-0.240，但此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

明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抑制作用还没有凸显，一旦跨过门槛值，非粮化每提高 1%，粮

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显著降低 0.348 %，由此可见，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受制于种粮利

润。其内在原因在于，如果某地区种粮利润水平较低，那么该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种粮意愿会受到影响，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土地流转价格以及种粮成本收益，而选择非粮种植或者从事非农活动，从
而抑制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反之，如果某地区种粮利润较高迈过门槛值后，那么该地区的农村劳动

力可以更好地从事粮食种植和规模化农业生产，此时非粮化每降低 1%，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以往将
显著大幅增长。此外，财政支农力度的影响为显著正向拉动，每提高 1%，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应提
高 0.385%，是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表明地区财政支农等相关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对粮

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自然环境状况的影响为显著负向抑制，说明考察期内各地区
的粮食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仍受自然灾害的制约，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保险政策等预警性
措施尤为重要。
3.6

耦合度分析
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受种粮利润影响，而非粮化与种粮利润间互相影响，它

们之间的协调度会是如何？为此该文构建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20]。为消除量纲差异，
对非粮化和种粮利润标准化处理得到 U 1 和 U 2 的值。
3.6.1

耦合度评价模型

根据物理学上的耦合思想构建非粮化与种粮利润的耦合度评价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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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éê
úùú
êê U × U úú
1
2
úú ，0 ≤ C ≤ 1
C = êê
（3）
êê U 1 + U 2 2 úú
êê
úú
2
ë
û
式 （3） 中， C 代表耦合度， U 1 和 U 2 分别代表标准化处理后的非粮化(flh)和种粮利润(lr)。 C 值越接近

( )

0，耦合度越小，越接近 1，耦合度越高。但耦合的性质无法通过耦合度的数值来判断，两个子系统的综
合水平都低也会出现耦合度较高的情况，因此需要评价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情况。
3.6.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可以综合衡量耦合协调互动水平，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

C × T , T = αU 1 + βU 2

（4）

式 （4） 中， D 代表非粮化与种粮利润的耦合协调度程度， C 表示耦合度， T 指代综合协调度指数， α

和 β 是两个系统的权重系数，经咨询专家，令 α=β=0.5。最终得到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并把 2008—2018 年
26 个省 （市、自治区） 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制作在同一表格中，见表 6 所示。
表6
区域

地区

粮食主产区

内蒙古
山东
湖南
黑龙江
河南
江苏
江西
河北
湖北
安徽
四川
吉林
辽宁

各区域省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耦合协调度对比变化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340
1.310
1.105
1.102
1.087
1.058
1.056
1.054
1.049
1.042
1.037
1.024
1.013

耦合协调度
0.741
0.677
0.739
0.000
0.673
0.704
0.659
0.552
0.836
0.668
0.564
0.368
0.511

区域

地区

粮食主销区

浙江
福建
海南
广东
新疆
贵州
重庆市
宁夏
山西
甘肃
云南
广西
陕西

产销平衡区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357
1.042
1.023
1.009
1.430
1.117
1.055
1.049
1.044
1.024
1.022
1.016
1.010

耦合协调度
0.886
0.730
0.712
0.710
0.857
0.476
0.585
0.626
0.384
0.000
0.484
0.657
0.511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分区域对比变化趋势，特制作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耦合协调度的分区域对比

变化趋势图，如图 2 所示。在减少黑龙江省与甘肃省两个极值省份的影响后，可以更明显看出非粮化与种

粮利润的耦合协调度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具有一致性，随着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值的降低，其对
应省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呈下降趋势，即受种粮利润干扰导致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呈非线性。

4
4.1

结论
研究结果

该文首先针对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详细论述，其次通过收集 2008—

2018 年我国 26 个省 （市、自治区） 份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探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的门槛效应，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 2008—2018 年全国及其分区域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皆呈波动上升趋势，且粮食主销区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为显著。其中，全国及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粮食主销
区则是受技术效率驱动，这说明技术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技术进步方面的动力不足。

（2） 种粮利润作为非粮化影响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干扰因素，门槛值为 7.638。当种粮利润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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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2 年

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耦合协调度的分区域对比变化趋势

过门槛值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并不凸显；一旦跨过门槛值后，非粮化的趋势
增长将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即非粮化的差别控制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护粮
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 分区域来看，各省份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虽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变
化趋势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在通过差别控制非粮化促进粮食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须将种粮利润协同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效果才能更加显著。
4.2

建议
根据该研究的结果，非粮化作为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这种影响存在一个“度”

（即门槛）；另鉴于不同区域各省份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密切相
关，故不同区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思路将存在差异。
（1） 差别控制非粮化，低门槛与高门槛地区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其一，低门槛地区可建立非粮化预
警机制，进行动态监测。典型的低门槛地区为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各自可根据经济与农业发展状
况、资源禀赋条件如地形地势等，科学合理设定非粮水平弹性范围，通过事前监控、事中管理、事后解
决的管控模式，及时监测非粮化动态，确保粮食耕种面积在合理范围内即可。其二，高门槛地区的非粮
化应严格控制，切实保护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典型的高门槛省份包括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
徽等，由粮食主产区几乎全部覆盖。但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实际上是高门槛与低门槛省份并存的状态。
因此，在粮食主产区可根据实际发展需要进一步细分粮食功能区，如粮食种植专用地和粮经两用地。即
在严格控制高门槛省份非粮化趋势、充分确保其粮食种植专用地面积的基础上，部分低门槛省份可以根
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程度同步建立粮经两用地，以期最大程度上提升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 协同保护种粮利润，提升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分区域来看，产销平衡区耦合

协调度在 0.5 以下的 4 个省份：贵州、山西、甘肃、云南；粮食主产区耦合协调度在 0.5 以下的 2 个省份：
黑龙江、吉林；粮食主销区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最好。但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在 0.5 以下的 6 个省份存

在明显共性特征，即低门槛省份，且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序靠后。以产销平衡区为例，往往农业具
规模，但其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低，二三产业反哺受到限制，且在种粮成本上行压力下，农户种粮利润
受到挤压，需要一定的非粮化来改善收入。简言之，低门槛省份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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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协同保护种粮利润。其一，国家要加大实施综合性收入补贴、生产补贴等支农政策力度，合理引导
农户价格预期，保障小农生产效益。其二，依旧不断完善农村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灌溉、物
流交通、信息网络、农技推广以及气象预警等多方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户私人种粮成本和种粮风险，
从源头上降低耕地非粮化趋势，才能更好地实现粮食绿色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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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NON-GRAIN ON GRAI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Xue Xuandeng※，Gu Xiuyun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Non-grain is related to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to study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non-grai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is conducive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non-grain, and i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This paper chose 26
provinces from China from 2008 to 2018 as a sample, basing on the SBM-GML model to measur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ood green, combined with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explor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non-grain and green fo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in all the provinces surveyed
had broken the "1" growth, and compared with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 the production-marketing balance
area and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in the main grain selling are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2) For effect of non-grain produc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and there wa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with grain profit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and the threshold value was 7.638, and th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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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fter crossing the threshold value. (3)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on-grain and grain profit in
each area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ing trend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s. Therefore,
taking the difference of non-grain control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grai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non-grain warning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in low threshold areas, while strict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high threshold areas, but cooperative protection of grain profit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tool.
Keywords non-grain；grai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rain profit；threshold effect；differenti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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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合理权利，才能建立起一整套归属清晰、运
行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二是针对经营组织制度，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机制。现代农业不只是现代技术的嵌入和应用，
更是要用现代的理念、机制来提升传统农业。创
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就需要跳出“就农业抓农业，
就农村抓农村”的思维定势，把“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等问题上升到经营体制机制层面。从个
体层面来看，需要培育学农知农爱农事农的新型
农业人才；从组织层面来看，需要聚焦农户，辐
射种植大户、大型农场、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
等经营主体，构建一套多元主体同频共振的协作
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通过各个经营主体的合作
与联合，推动农村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一
体化，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潜力和市场竞
争力。
三是针对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城乡二元对立
结构。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对农村的剥夺非常严
重，城乡一体化是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其中户籍管理制度的创新变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的必由之路。户籍管理制度的变革，有助于营造
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平等的国民待遇，尽可能让其
他产业的“资金和能人”回流农业，纾解农村发
展“空心化”现象。此外，户籍改革还能有效带
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化
转向，真正解开人与城之间的“枷锁”。
四是针对产业发展制度，大力推进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农村经营管理制度，产业发展制
度创新是重要基础。只有将市场需求传导到生产
环节，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导向由供给侧转向需求
侧，才能真正打通农村产业发展渠道，衔接种养
加销等各个环节。因此，农村产业不仅是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进阶，更是“纯农业”向多种产

业互通互动的跨越。各地农村应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种植习惯，积极发展观光农业、
旅游文创、动漫小镇等新兴业态，打造一村一品、
一乡 （县） 一业的新型产业格局。
五是针对社会服务制度，积极引导社会化服
务组织健康发展。农村经营管理制度创新机制，
应聚焦农业、纵览四方，按照国家统筹、县域试
点、稳步推进的思路，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做好
农村经营管理的配套服务制度建设，提升农村社
会化服务水平和支撑力度。尤其是在物流配送、
环境保护等领域，可以逐步开展农业公益性服务
机制创新试点，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发展。
当下，正值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农村经营
管理制度创新机制的建立任重而道远。如何稳中
有进、逐步推动农村经营管理制度创新机制研究，
应不急躁、不停步，蹄疾而步稳，积小胜为大胜。
对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农村经营管理
制度创新的思考与研究》 一书可作为我国农村经
营管理制度创新机制研究的参考读物。全书共 5 个
章节，分别介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
列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苏联农业
集体化运动的背景、发动及其特点、演变及其管
理制度，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从改造的背景
到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改造的步骤到改造
的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
变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经济合作组
织的发展两个角度来剖析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
革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总之，该书主要研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
变迁的过程及经验总结，论述深刻、结构清晰，
对于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研究及当前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韩红蕾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