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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农村社会发展铱

论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社会资本嵌入机理
及政府引导
杨嵘均
(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摇 要: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活动虽然表现为一种经济活动,但无法须臾脱离其所处的基层社会结构并且受
到诸多乡村社会机制,尤其是非正式规则的影响,因而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也即社会资本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融资过程中因其所蕴含的社会关系、道德与信任、社会规范等机制而作用巨大,它能够显著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进而防范道德风险,因此它成为隐藏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背后,并促使其有效运行
的社会动因。 鉴于社会资本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中的双重效应,政府需要引导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客观认识
社会资本的价值,合理把握社会资本的嵌入方式,同时积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环境、运行机制和组织载体,从
而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的融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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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问题,在我国当前农

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

《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以及其在构建现代农业体系过程中尚不成熟而困

村金融 制 度 创 新 研 究 中 是 一 个 崭 新 的 课 题。 在
若干意见》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强调要进一

资,一方面因其无法须臾脱离传统农村的社会基础
难重重;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体系自身运作和建

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加快农村金

设来看,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以及受“ 关系

融制度创新,强化金融机构服务“ 三农冶 职责。 一

本位冶 历史传统的影响,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活

般而言,“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冶 问题是金融学、

动的社会性更为突出,在融资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

财政学和工商管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这些领

利用社会关系、道德信任、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来

域往往将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寻求自身所需资源,以实现融资目标。 那么,从社

来考察内外经济因素对其融资行为的影响。 然而

会学的视角来看,如果将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问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将 “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

题纳入到社会资本范畴加以考察的话,其内在逻辑

资冶 问题与社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却是相当

和作用机理是什么? 各级政府又该如何客观认识

缺乏的。 而在现实中,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活动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价值以

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开展的,

及如何合理把握社会资本的嵌入方式而加以因势

并且需要依靠诸多社会机制的支撑,所以现代农业

利导呢? 本文旨在研究这两个问题。

生产组织融资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而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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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
社会资本嵌入
摇 摇 从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学界关于融资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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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的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融资者的人品、
“ 人缘冶 、信誉、家庭出生及背景等方方面面的综合
因素———则是决定融资能否成功的关键。 其三,我
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限期与西方理论的偏
离。 通过对我国农村生产组织债务期限的调查,我

研究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古典企业融资结构

们发现,我国农村生产组织并没有根据自身条件来

理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介

选择债务的期限结构,而是普遍以短期债务为主,

于两者之间的传统折衷理论;二是现代资本结构理

其主要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信用社短期借款和非

论,主要代表性理论有 M -M 理论、信息不对称理
论、优序融资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
论,等等。

[1]

基于这些经典理论,学界形成了关于

组织的融资结构、融资方式、融资次序、融资渠道、
融资期限等研究方向与路径。 而就现代农业生产
组织融资现实运作而言,可以发现,我国现代农业

正规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而农村生产组织的商业
信用以及与本地信用社的关系对融资绩效影响极
大,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向农村生产组织提供长
期债务资金方面没有起到主导地位。 这与 Barclay

和 Smith 所提出的债务的期限结构是企业进行融

资决策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而债务期限应该与

生产组织的融资无论是在融资结构、融资次序和方

企业的经营政策、经营环境相匹配 [3] 的债务期限

式选择或是融资期限等方面,均与西方的融资理论

结构理论很不一样。

之间出现了程度不等的“ 偏离冶 ,使得这些经典理

那么,导致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实际融资状

论在我国基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语境中似乎丧失

况与西方主流融资理论不相契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了解释力。 概括而言,这些“ 偏离冶 主要体现在如

为什么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为中却表现出

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

截然不同的差异呢? 也许有人会基于我国缺乏成

决策 偏 好 与 理 论 的 偏 离。 Modigliani 和 Miller 在

熟的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来解释这种差异,但是让

一文中提出了“ M-M 理论冶 ,其核心内容就是认为

不仅仅是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水平与能力的“ 差

结果,其中,债务融资的免税特性( 即“ 税盾效应冶 )

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深入到农村生产

1985 年发表的《 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

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国农村生产组织融资显现的

企业的决策偏好是企业根据各种因素利弊权衡的

距冶 ,更显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 “ 异象冶

和企业的“ 破产成本冶 ,是企业进行融资时需要进

组织融资行为的背后探析其深层的影响因素。

行权衡把握的关键因素。[2] 如果把我国现代农业

从本质上看,农村生产组织融资是一种基于现

生产组织比拟成企业的话,那么,从我国当前农村

值对未来收益的承诺,它是农村生产组织对社会资

金融体制的现实运作来看,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源的一种争取手段。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社会资源

在进行融资时,并不重点考虑“ 税盾效应冶 和“ 破产

的配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国家权力的主导,

成本冶 的问题,而是将融资的成本、政府的政策和

另一种是来自市场的功能。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可能的融资渠道列为主要考虑的因素。 这是农村

人们发现,社会关系也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

现代生产组织融资的现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
者认为,这与下文即将论述的乡村基层的社会资本
嵌入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过程有相当大的关

的影响作用。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首先发现的。 他在 1985 年发表的《 经济行为和社
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一文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体

系。 其二,我国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次序

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而社

和方式选择与理论的偏离。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制

会结构的核心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

度还远没有发展到发行债务和股票等现代融资手
段,所以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农村
信用社贷款以及通过熟人关系举债等。 这与融资
次序的代表性理论“ 啄食顺序理论冶 和“ 企业周期
理论冶 很不一样。淤 事实上,在农村基层社会,不管
是从农村信用社贷款还是通过熟人关系举债,金融
制度正式规则的约束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乡村熟
2

淤 “ 啄食理论冶 的提出者 Jensen 和 Meckling 于 1976 年对中
小企业研究后认为,融资的次序为:内部融资—发行债券—发行股
票,即企业最稳妥的融资选择是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直到
财务危机可能出现时才考虑股权融资( 参见 Jensen M C, W Meck鄄
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Cap鄄
ital Structure [ J]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 3 ) :350 360) ;而企业周期理论则认为,中小企业在建立和成长时期应多使
用内部融资,当其逐步发展时,可进行间接融资,最后是公共权益
和债务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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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4] 。 而以 Paldam 为代表的“ 新经济社会学派冶 ,

关系的建构、维护以及运作当中。

则进一步论证了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网络和合

上述表明,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金融环境

作等社会因素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积极意义,认为这

下,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很难通过正式融资渠道

些因素降低了个体的监督成本。[5] 根据这一理论,

开展融资活动,因而其融资行为与西方相比,表现

可以发现,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为虽然是

出更强的社会性,即依靠各种社会机制,如生产组

一种经济行为,但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因为它是

织主要负责人的社会关系、信任、声誉等社会资本

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它不能须臾

要素来寻求资源。 在融资过程中,现代农业生产组

脱离农村具体的社会背景;同时,融资行为能否达

织如果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它也就拥有了

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农村现代农业

按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利。 由此

生产组织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在关系网络中的地

可见,对于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研究,不

位的影响。 因此,西方诸多经典融资理论之所以无

能照搬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论,特别是英美等发

法解释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行

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理论,否则就会出现理论观点与

为,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忽视了“ 社会关系、社会网

现实实践相背离的情况,陷入盲人摸象的理论误

络、信任、声誉冶 等社会资本的重要影响。

区,难免自说自话,与农村实际的金融运作相去甚

而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我国当下农村,乡村
社会的过渡型经济体制与“ 关系本位冶 的历史文化
积淀则进一步凸显了从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村社会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Allen 和 Qian 于 2005 年提
出的所 谓 “ 中 国 之 谜冶 ———即 中 国 法 制 化 程 度 较
低,但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似乎与 LLSV 的经济
发展理论相悖

[6]

。 对此,他们的解释是,正是“ 社

远,而这样的理论研究,也必然会被束之高阁,因为
其不能接乡村社会的“ 地气冶 ,因而也就无法解决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问题。 所以必须看到,乡村
基层社会关系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 而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基点,结
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讨社会因素对现代农业
生产组织融资行为的影响,或许能够成为建构具有
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会关系、社会网络、信任、声誉冶 等社会资本作为替
代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深刻影响,成为经
济发展的真正动因。

[7]

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农村社

会的正式制度还很不健全,因而农村社会固有的社
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就成为规范和制约农村组织
和农民行动的潜规则,成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
即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注重伦理
关系的非正式规则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历来具
有重视和讲究社会关系的传统,费孝通甚至将整个
中国社 会 比 喻 成 “ 是 由 无 数 私 人 关 系 搭 成 的 网
络冶 [8] 。 这也就是说,以社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在

中国有着深厚的运行基础。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

二、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
社会资本嵌入机理
摇 摇 现代意义上的“ 社会资本冶 是由美国学者 Han鄄

ifan 首创,用以解释社区参与在地方教化中所起的
作用。[10] 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给社
会资本赋予了定义,如 Bourdieu 的“ 能力观冶 、Burt
的“ 结 构 观冶 、 Coleman 的 “ 功 能 观冶 、 Alder 和 Na鄄
hapiet 等的“ 内外部关系理论冶 ,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初,Putnam 在《 让民主运转起来》 一书中将社
会资本界定为“ 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

农村社会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环境也显现出

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冶 [11] ,这一定义因被世界银行

。 而在缺乏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健全的制度

义,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对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

“ 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冶 而“ 非正式制度蓬勃兴盛冶 的
局面

[9]

采纳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根据 Putnam 的定

环境下,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就必然通过非正式

融资行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描述,比

制度寻求社会资源。 当这一融资方式成为一种主

如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在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供给往

流融资方式的时候,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就更倾

往是依靠人缘、地缘、亲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

向于将社会关系的构建作为融资策略的一部分,即

资金,而融资活动的成功更多依靠的是关系、信任、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求自身所需要的稀缺资源,

合作等社会机制。 然而,我们的研究不能够只限于

而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无疑促使越来越多

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为的描述性说明,而应

的农村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

该深入到这些表象的背后去探寻在现代农业生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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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融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作用的机理与逻
辑,这样的研究则更有意义。 那么,社会资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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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冶 的过程概括如图 2 所示:

一种社会机制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机制来影
响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为的呢?
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困境,Stiglitz 和

Weiss 在《 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 一文中
明确 提 出, 信 息 不 对 称 是 其 产 生 的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12] 。 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资金借出方并

图 2摇 社会资本缺乏下借款者融资过程

这一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不清楚投资项目的盈利性( 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

的融资实践。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在融资实践中,为

题) ,再加上对借款者缺乏信任,必定使得贷款机

借款者往往尝试通过一些限制性条款来减少信息

也不清楚资金是否被恰当使用( 产生道德风险问
构对借款者产生“ 惜贷冶 的行为。 从博弈的视角来
看,这种融资困境实际上也就是借贷双方由于互不
了解、互不信任而陷入了“ 囚徒困境冶 ,即贷款者难
以取得贷款收益,借款者难以融通到资金,二者之
间的合作行为无法实现。 贷款机构与借款者的合
作可以用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 囚徒困境冶 来
解释。 以数值 X 和 Y 分别表示借贷双方的成本与
收益,每一栏中的前一个括号表示借方的成本和收
益,后一个括号表示贷方的成本与收益,其中 Y >

了突破融资过程中的“ 囚徒困境冶 ,贷款机构或者

不对称,提高自身控制力,比如要求借款的现代农
业生产组织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信息( 有时是放款
者去这些农业生产基地实地探视,这是农村社会最

常见的方式) ,选择较短的借款期限,等等。 但是,
现实显示这些措施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防止借款人
的败德行为。 鉴于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些
学者,如 Chankravarty、Besley 等,提出了“ 关系型融
资理论冶 和“ 非正规金融理论冶 ,强调借款组织或个
人与贷款机构或个人之间的“ 社会资本变量冶 对信

X。 假设双方不合作,则双方的成本和收益均为 0;

贷可获得性的影响。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

者愿意合作而贷款机构无意合作,则借款者因争取

的概念作出这样的界定:它是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在

和收益均为 0;假设贷款机构借出了资金而借款者

提高融资绩效所具备的以社会关系、信任、声誉、社

借款者则获得了资金收益 Y。 这一博弈模型如图

素。 如果进一步追问,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和贷款机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贷方

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方面问

假设双方合作,双方得到的收益均为 Y;假设借款

以尝试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中社会资本

贷款付出了成本 X 却无收益,而贷款机构的成本

与社会其他主体互动博弈中,旨在获取社会资源并

产生了违约行为,则贷款机构将遭受损失 X+Y,而

会规范、合作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的社会要

1 所示:

构在融资过程中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规避由于信

合作( 成本,收益) 不合作( 成本,收益)
借方

合作( 成本,收益)

( X,Y) ,( X,Y)

不合作( 成本,收益) ( X, Y) ,( X+Y,0)

( X,0) ,(0,0)
(0,0) ,(0,0)

图 1摇 社会资本缺乏下借款者融资博弈

很明显,在贷款者对借款者缺乏信任的情况
下,尽管能够预期到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由于担
心借款者的违约而使得自己产生高成本、低收益的
状况,因而宁愿放弃合作,出现双方都没有收益,也
没有成本产生的“ 囚徒困境冶 。 即使双方发生了一
次性博弈,合作完成后往往就“ 撤离冶 ,并没有继续
合作的趋势。 可见,在社会资本缺乏的“ 陌生人冶

之间,博弈均衡最终结果是纳什均衡,即作为贷方
的金融机构也无法利用手中资金获得收益,而借款
者也无法融通到资金。 我们可以将这一“双方不合
4

题的呢? 对此,需要从对社会资本的 “ 社会关系、
信任机制、社会规范冶 这三个核心要素在现代农业
生产组织融资中的作用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其一,运用社会关系增进资金借出方对现代农
业生产组织的了解以减轻融资信息不对称程度。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借贷
双方之间的契约行为,不仅需要合同的法律效力作
为保障,也取决于双方相互关系状况和信赖程度,
也就是说,“ 财富、信誉、声望等社会资源通常是嵌
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缺乏这些资源的经济对象可以
通过社会网络而摄取冶 [13] ,社会网络的功能不仅在
于有助于网络内的成员利用其社会关系为自身寻
求各种稀缺资源,还能够通过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掌
握更为全面和丰富的信息资源。 可见,社会网络对
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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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社会关系网络增进借贷主体之间的熟悉程度,通

任、合作机会,并将欺诈违约企业排除在关系网络

过提供“ 软冶 信息,比如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所有者

之外。 可见,社会规范的社会惩罚机制事实上充当

的个人品质、家庭以及社会关系背景、社会声誉、生

了类似社会抵押的功能,加大了借款者的违约成

产获利情况,等等,使得贷款方比较清楚地掌握现

本,从而降低了融资过程中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

代农业生产组织的情况,从而能够快速地做出恰当

可见,社会资本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

的贷款决策。 因此,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能否与政府

意义,主要就体现在其中所蕴含的“ 社会关系、信

部门、金融机构、其他企业和个人、民间金融组织之

任、社会规范冶 等机制降低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间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融资活动的

称程度,减轻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

成败。

风险的问题,从而促进融资目标的实现。 如果从博

其二,运用信任机制有效降低融资过程的交易
成本以控制融资逆向选择行为。 信任作为社会资
本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建立的枢纽,也是提高
关系网络成员合作意愿的基石。 从经济交换角度
来看,信任可以看作是合作双方对努力实现相互承
诺、保持诚实,即使存在“ 专控冶 的机会也不利用对
方弱点的预期

[14]

。 在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尚不健全

的条件下,信任关系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行
为的有效开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Granovetter 指
出,在融资这种经济交换行为中,如果交易双方不
信任,就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

[4]

,而

这一情况势必会导致贷款机构 “ 逆向选择冶 的 出

弈论的视角来看,正如 Routlege 所指出的,由于合
约的不完全性,合作双方处于“ 囚徒困境冶 ,而友好
合作则能够作为均衡解而促进帕累托最优 [16] ,社
会资本的意义可理解为有利于借贷双方摆脱“ 囚
徒困境冶 , 朝 着 长 期 合 作 的 方 向 发 展。 如 图 3 所

示,每一栏的前一个括号表示借方的收益和成本,
后一个括号表示贷方的收益与成本,其中,Y > X,
NX >Y。 可以看到,在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信任
和社会规范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现代农
业生产组织如果不守信用,不仅会直接损失未来合
作机会以外,还将遭受感情、声誉、信任等社会资本
的损失。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贷方

现。 但是,如果借贷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基于信任关

合作( 成本,收益) 不合作( 成本,收益)

系进行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有限理性和机
会主义的限制,减少信息收集成本、审查程序交易
的时间,并且由于双方彼此信任,能够有效防范交
易中的道德风险,降低监督成本。 不仅如此,借贷
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由于能够增强双方的诚信程
度,有助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在社会网络中建立和
传播自身的良好声誉,从而进一步增加自身的融资
机会。
其三,运用社会规范约束借贷双方的行为并提
供社会担保以防范融资道德风险。 一种社会行为
不仅受到法律、秩序和政策等正式制度的规范,还
要受到社会的道德伦理、宗族制度、文化传统等非
正式制度的约束和影响。 这些具有约束作用的非
正式 制 度, 体 现 在 社 会 资 本 中 就 是 社 会 规 范。
Portes 曾提出了社会规范的两种作用机制:一是建
立起以供社会成员自觉效仿的标杆模式,即“ 温床
行为冶 ;二是通过社会惩罚来维系社会关系,强化

借方

合作( 成本,收益)

( X,Y) ,( X,Y)

不合作( 成本,收益)( NX, Y) ,( X+Y,0)

( X,0) ,(0,0)
(0,0) ,(0,0)

图 3摇 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借款者融资博弈

总之,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而言,社会
资本最关键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能够加重对违约行
为的惩罚,增加融资主体之间的长期合作收益,从
而影响其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促使融资行为向着
诚信合作的方向演进。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对于现
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根本作用机理就在于:社会
资本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融资的效
率与效益,使得资金需要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在某
种程度上成为利益共同体,相互合作,互取所需,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本市场和金融体制的缺陷。
概括起来,社会资本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中的
作用机理可以用图 4 表示:

资源的有效分配 [15] 。 这两种机制概括起来,就是
“奖优罚劣冶 。 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奖励机制将
会对诚实守信的企业在声誉、信任、合作机会等方
面给予非物质奖励;另一方面,社会惩罚机制则对
欺诈违约企业进行不良声誉的传播,使其失去信

图 4摇 “ 社会资本嵌入冶 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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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中
社会资本“ 良性嵌入冶 的政府引导
摇 摇 如前所述,对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而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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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冶 ,热衷于以托人打招呼、请吃送礼等方式来
“ 拉关系冶 ,等等。 这些做法不仅造成现代农业生

产组织的社会网络半径狭小,无法广泛地利用社会
资本,更可能损坏企业的声誉和污染社会风气。 因
此,政府需要引导和规范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社会关

其自身社会资本的构建和积累十分必要。 然而必

系网络的构建,特别是引导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与政

须承认,社会资本也可能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

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

产生负面效应。 比如 Adler 和 Kwon 就指出,社会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起合理、合法的社会关

资本在给企业带来信息和利益的同时,也很可能导

系,坚决打击以“合作关系冶为幌子的寻租腐败行为,

致过量资本投入,阻碍新兴融资渠道,限制融资决

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网络在丰富现代农业生产组

策自由等等

[17]

。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

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融资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实的融资实践中,一方面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组

织的融资信息、扩宽融资渠道中的积极作用。

2.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多层次融资体系,塑

造社会资本的“ 嵌入环境冶

织往往将其与其他社会主体的“ 关系冶 尤其是与官

实证调研发现,我国社会资本往往只对现代农

方主体的“ 关系冶 作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基础,并且

业生产组织的短期融资期限产生影响,而与长期债

投入大量时间、金钱、精力等成本来维持这些关系,

务期限无明显关联,社会关系、信任机制、社会规范

然而有研究显示这种投入的成本费用与融资绩效

与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之间仍然是一种“ 浅层

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反而可能致使腐败

次冶 关系。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宏观社会资本的发

行为产生而导致社会不公

[18]

;另一方面,在我国金

育程度尚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金融制度环

融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建立在信

境限制了诸多社会机制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

任和承诺关系上的融资可能进一步增加现代农业生

活动中积极作用的发挥。 所以,在解决现代农业生

产组织融资信息状况的隐蔽性,容易形成风险事件,

产组织融资难题的过程中,政府需要积极地发挥宏

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因此,为了避免社会资

观调控作用,构建起合理稳定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本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中的“ 非良性嵌入冶,政

融资体系。 概括来讲,合理稳定的融资体系应该以

府需要引导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正确认识社会资本的

完善和健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法律法规体

价值,规范和约束社会资本的嵌入方式,同时积极构

系为基础,以多维度的金融体制为支撑,以多层次

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环境、运行机制和组织载体,合

的资本市场为补充。 从立法层面来看,政府需要进

理而充分地发挥社会资本的融资功能。

一步完善立法工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

1. 引导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合理建立社会关系

网络,把握社会资本的“ 嵌入维度冶

实施细则和规范条例的基础上,避免执行时遇到的
障碍和空白点。 从体制角度来讲,一是打破正规金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纵向

融市场的垄断性,放开政策,放松管制,构建以包含

联系、横向联系及社会联系。 纵向联系是指现代农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专门为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业生产组织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部门的联系;

服务的中小商业银行等多元化银行信贷市场体系;

横向联系是指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和其他企业、金融

二是积极培育和规范民间融资制度,将体制外的民

机构、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科研院所及高校的联

营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地下钱庄、典当行等合

系;社会联系则是指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成员( 主要

法性民间金融机构纳入有组织、有管理的系统之

是管理者和经营者) 在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交往

中;三是积极引导包含二板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

和联系。 由于受自身规模的影响,现代农业生产组

次的资本市场,促进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渠道的

织往往过于注重眼前利益,在对待客户上难以从长

多元化。 只有提供了法制和体制的双重平台,社会

远出发采用共赢的策略,因而容易造成与客户之间

资本在银行信贷市场和民间融资市场中的积极作

的关系紧张。 同时,受到“ 关系本位冶 的历史传统

用才可能充分发挥。

影响,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在认识社会资本上存在着
肤浅化和庸俗化的问题,比如将社会资本理解为
“ 社会关系冶 ,尤其是与政府部门、银行机构之间的
6

3. 完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信用担保机

制,优化社会资本的“ 嵌入路径冶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 低度信任冶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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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因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

式。 基于协作与交易的网络,特别是集群中“ 龙头

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

企业冶 的凝聚作用,要求处于其间的现代农业生产

式的“ 信任冶

[19]

。 这种社会信任的缺位状况也延伸

组织克服单一运作的缺陷,通过相互联结、共同协

到了金融领域,被称为造成融资领域的“ 麦克米伦

作,从而相互信任和共担责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

缺陷冶 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加强现代农业生产

用功能明显得到强化。 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相互

组织的征信服务体系建设,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合作中,会逐步自发形成一些互助合作机构,这些

信用评级体系,完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信用担保体

机构可能是以现代农业产业为载体的组织,如行业

系是缓解现代农业生产组织金融抑制的有效举措。

协会、商会、企业家协会等,也可能是以地域为载体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前两方面的举措由于信息技术

的社区融资合作组织或者社区互助担保机构,如日

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而现代农业生产组织

本的市民银行、NPO 银行、社区互助基金组织等企

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却由于涉及法制和体制的层
面而一直裹足不前。 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信用担
保的建设上,我国采取政府直接干预的策略,即各

业合作融资组织 [21] 。 这些组织的最大优势就在于

它们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形成“ 信任集团冶 ,
并以其内部甄别和相互监督机制来保障信息的对

级政府成立各种形式的信用担保机构。 然而,这种

称性和防范道德风险。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非营利

官方信用担保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

组织在总体上发育不足,基于融资合作的社团组织

因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信用不足而引起的金融交易

更是凤毛麟角。 鉴于此,政府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合

障碍,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摆脱融资过程中信息不

作融资的相关经验,大力鼓励和发展各种现代农业

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内在的矛盾,而且还可能产生政

生产组织融资合作或互助组织,并且通过信息技术

府失灵、抗风险功能弱化、立法滞后等问题。 所以,

的辅助促进这些合作组织的全国联网,从而充分利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信用担保体系不能仅仅

用其丰厚的社会资本和信息资源,使其逐步成为有

依靠政府,还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来进行。 在我国现

效解决我国转型时期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难问

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信用体系建设中,可以借鉴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信用保险冶 制度来设计再
担保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
建立政策性的再担保机构之外,独立发展商业性的
担保机构,从而弥补现有机制中的再担保缺陷;另
一方面,建立由中央财政、各级金融机构和社会团
体提供的代偿金所构成的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为分担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信贷风险提供有力保
障。

4. 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的社会合作组

织,创建社会资本的“ 嵌入载体冶

Putnam 在对意大利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社

会资本的功能最终是通过志愿组织的实践得以完
成的。 大量的志愿参与和合作使得市民广泛形成
重复博弈, 从而提高社会资本 的 作 用 效 果。

[20]

可

见,在现代农业生产组织融资过程中,作为社会资
本重要因素的社会关系、信任、规范等机制的作用
功能,需要通过融资主体的合作行为得以强化和实
现。 可以看到,随着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选择了与其
他主体合作的融资战略,并且在合作的范围、形式、
动机和时间跨度上体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其中,产
业集群和建立互助合作组织是两种合作的主要形

题的“ 第三条道路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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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Social Capital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in Financing Proces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YANG Rongjun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Though the financing behaviors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present as a kind of
economic behavior, they are still influenced by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rural social mechanisms,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l rules there. Therefore,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鄄

tions gives out certain social features. Namely, it turns out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 great role in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gree of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between borrowers and transaction cost as well as the moral risk, because of its implied social rela鄄

tionships, morality and trust, and social norms. That is to say, social capital becomes the effective hidden social
factors in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Because of the dual effect of so鄄
cial capital,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guid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to realize the social val鄄
ue of capital objectively and grasp the embedded mode of social capital reasonably, and meanwhile, local govern鄄

ments should also build and perfect system environment,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
carriers actively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inancing advantag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mod鄄
ern agri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Modern Agriculture; Financing Behavior; Social Capital; Processing Mechanism; Government Guid鄄
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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