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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市场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选择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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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由于其影响的系统性和广泛性，因而此方面的制度创新只能由政府

来加以提供。总体上分析，新时期关于粮食市场改革的所有问题，均非执行与能力问题，相反，更多的则是制

度本身的设计问题。因此，我国粮食制度改革的出路并非“模范”地实行旧的制度或者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先

进经验”。而是要以全新的、能适应新经济模式的制度安排来代替旧的、失去了生命力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只

要让市场在粮食的生产经营中起基础性的作用。那么，粮食市场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均可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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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对粮食市

场的政策选择几经起伏。在相当程度上却始终未曾

放弃对粮食市场及其流通体制的程度不等的干预。

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利弊共存，关键在于适当与

合理的把握“度”。因此，政府对粮食市场干预行为

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规范与完善

政府的相关干预行为，也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

一、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行为模型

鉴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即是政府干

预粮食市场的行为模犁的演变过程，因此，为建立

起有说服力的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行为模型，首先

有必要做出两个方面的基本假定。一是政府应是一

个人格化的主体，其行为选择要符合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二是无论政府如何干预．粮食市场上的供求

规律总能起作用。当然，除此之外，还需做出两个相

应的技术假定，一是在粮食市场上存在政府、消费者

和粮农三个利益主体；二是政府要以购进或售出粮

食来影响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并进而将此种策略视

同为自己正常的干预手段，周时还以市场管制来作

为自己的非正常的干预手段。据此，即可建立起一

个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一般行为选择模型(见图

1)。

二：另臻受⋯⋯7
Q

图1 政府干预粮食市场的一般行为模型

假定上一时期的供给曲线为So，由其与需求曲

线D决定的价格为Po，在这～时期，由于粮食增产，

供给曲线则会外移到S。，若价格完全由市场上的生

产者及消费者决定，那么这一时期的价格便为P。。

政府此时决定以正常干预手段来干预市场，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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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市场的价格目标为P2，则政府就需要购进g数

量的粮食；当然，若政府把粮食市场价格维持在上

一n,-t期的水平Po不变，则政府的购买量应可达到最

大(将其设为∥)。定义一个变量，q=普(式1)，
r-0【I

由于q即是政府干预粮食市场后市场价格与上一

时期粮食价格的差占政府不干预的市场粮食价格

与上一时期粮食价格差的分数，显然，q∈(O，I)。当

q=0时，即说明了政府的干预购买量最大，此时，粮

食增产，但粮食价格却保持在上一时期的水平不

变；而当q=1时，则说明政府不干预市场，因而粮食

价格也就下跌到P，。如果假定市场的供需曲线均是

线性，那么也就不难证明，q与政府的购买量g间便

成负的线性关系，并且还会有q=l-_了1 g(式2)，或者
g

是g=烈卜q)(式3)。当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一定时，

g馒为一个正常数，且有g∈【o，胡。
就粮食而言，政府的行为选择一般要受到四个

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担心粮食丰收时“谷贱伤农”

而导致下一期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减产；二是担心粮

食欠收时“粮贵扰民”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三是担

心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成本过大而引致政府的财

政不堪重负；阴是担心粮价不稳定而引致其他商品

市场、乃至整个国家全部经济领域的不稳定。t1慨然

如此，～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假定是，在确定的某一

时期，政府、消费者、生产者对粮食价格变动的效用

函数均只与前面定义的q有关。设政府、消费者、生

产者关于q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q)、v(q)和w(q)，再

假定政府干预市场的费用只与其购买量g有关．并

设定为c(西；同时，还假定c(曲也就是政府关于干预

费用的效用函数。于是。可得出政府干预市场行为

选择的具体模型：

max[u(q)一c(g)】

s．‰t)≥v， (式4)s．．v(q)≥V (式4)
，

w(q)≥w

式4中，√、w’分别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保留效

用。两个约束条件的含义分别为，若粮食价格太高，

以至于使得消费者的效用低于其最大的容忍限量。

那么便会发生诸如社会不稳定等政府极不愿意看

到的情况；若粮食价格太低。以至于使得生产者的

效用低于其最大的容忍最时，那么，生产者也会在

下～期减少粮食生产并从而使下一期出现粮食供

应总量不足的概率会大到政府不能容忍的程度。

u(q)代表政府自身对粮食价格变动的偏好，也可以

被认为体现出了整个国民经济对粮食价格变动的

偏好。再假定政府干预费用与其购买量成正比并不

失一般性，令㈦=g(式5)，并将(式3)与(式5)代入
目标函数(式4)中，又可得max=lu(q)-∥(1一q)】，求解

的一阶条件为以q)=一z。

二、粮食市场改革中政府行为选择的

限制性因素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粮食市场改革以

来。尽管中央政府始终坚持以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

益为既得利益来设计和变革新的粮食流通体制，然

而现实中的政策效果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种良

好的愿望。Ill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在于。作为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粮食市场上制度变迁的成功

与否要受到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12l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践中政府维持

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或者是不能采取有效行动

来消除制度不均衡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

的偏好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特征的影响、官僚

政治与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局限

性。换句话来说，即是当制度变革的潜在收益与成本

相比较具有净的收益时．不能变革的原因就在于上

述几种因素构成的“交易成本”过大。131事实上，在我

国粮食流通体制变革的过程中。上述几种因素的交

易成本都比较高，其中影响最为明显的是集团闾的

利益冲突。我国粮食收购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从行

业上来说，应是被指定经营的国有粮食收储企>lk；

从地区上来讲。则是粮食主产区的消费者、加工者

和地方财政；从阶层上分析，是从上到下、从粮农交

售到最终消费途中每一个环节的以权谋私者。上述

这蝮因素即构成了我国粮食流通中的既得利益集

团，他们作用于中央政府的方式便是上述所有几个

影响因素的组合。

考虑到任何经济发展均是两种制度的混合，一

种是给出正激励以促进社会的正向发展。另一种则

是给出负激励并进而带来社会的零活动或是负活

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问发达国家演讲的过程中，

一般情况下，负的激励制度会让tf)=于正的激励制

度，同时，整个社会的运转也无形中会越来越有绩

效。III从中国粮食市场改革的实践上看，我国粮食的

供应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农民的行为选择问题，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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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行为选择问题说到底又与政府的行为选择问

题密切相关。实践中，农民的最大化行为若与整体

的最大化利益产生矛盾，根本性的症结就在于政府

没有给出能有效地保证农民利益的制度激励。换句

话说，即是在此方面，政府的行为缺乏理性。在个

人、团体、政府三个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中。决定社

会发展进程的只能是政府层次的制度创新。或者是

说，个人与团体的创新行为最终还需由政府的正式

制度创新行为来加以确认。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

革。考虑其影响的系统性和广泛性，此方面的制度

创新也只能由政府来加以提供。既然如此，新时期

关于粮食市场改革的所有问题，便均非执行与能力

问题，相反，更多的则是制度本身的设计问题。因

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制度改革的出路并非“模

范”地实行旧的制度或者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先进

经验”，而是要以全新的、能适应新经济模式的制度

安排来代替旧的、失去了生命力的制度安排。事实

上。只要让市场在粮食的生产经营中起基础性的作

用，那么，实践中各经营主体的动力提升与政府的

能力问题均可无形中得到有效解决。[41

三、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中政府行为

选择的动力机制分析

不合理的粮食流通体制不仅会造成发达、欠发

达地区农民的现实和潜在的收入损失。而且也会造

成所有“生产性”的非农产业企业和消费者的供给

短缺损失。而实践中改革不完善的粮食流通体制又

必将会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改革成本却仅仅是既得

利益集团的“非生产性”的不当获利，因此，实践中

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当要理性地推进并进而取

得应有的改革成效。然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迄今为止，粮食流通体制

的改革可以说仍是步履艰难。[51

(一)粮食主产区政府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

鉴于粮食产品本身所具有的低收益性特点的

影响，总体上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粮食生产不

仅对农民，而且对地方政府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

种负激励。既然如此，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对于

粮食生产及流通方面的制度改革行为变得十分矛

盾。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为本地的利益受损叫屈，另

一方面，则又违心地动用种种行政资源来强制性地

低价收购粮食。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在于，地

方政府及其官员作为上级政府的代言人而非农民

利益的商接代表者，他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通过

增加地方收益来给他们的施政与升迁带来更多的

方便。不仅如此，粮食主产区政府的矛盾行为还体

现在对主产区生产者与需求者、消费者之间的立场

上。粮食低价收购，一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地区销售。

因此，本地销售的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

额，在正常情况下便成了本地区低档次加工企业生

存的物质基础。在非正常情况下。则成了购销环节

有关人员的追逐对象。当然，无论哪种情况，地方政

府一般均很难抵挡得住其中的“诱惑”。总之，粮食

主产区政府在非商品粮这一块。其作为地方财政收

人的最大化者，一般是取加工企业额外收益而弃农

民的正常收益；在商品粮这一块，政府作为财政和

需求支出的“最小化者”，又往往会摒弃农民的超额

利润而保证需求者的正常生产与生活活动。嘲由此

可见，从根本上讲，粮食主产区政府的行为选择常

常仅是维护了城市非农集团的利益。尽管现阶段国

家已经取消农业税和对农民上缴公粮的政策要求．

然而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从本质上看．

仍是如此。

(二)粮食主销区政府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

由于在主要农产品实行低价强制收购的制度

环境下，粮食主销区的收益主要体现为应购价与市

场价的差额，因此，在我国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时期，这种差额不仅构筑起了产出的超额利润，而

且也进而构筑起了现代产业的发展基础。尽管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层次推进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

加速进行。目前这种进销差价的比重对国家与地区

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变得微不足道，然而考虑到粮食

主销区地方政府仍需承担因粮食供应不足、不稳而

引发的全部成本，因此，他们也就仍有动力去推进

粮食流通体制的合理有序改革。鉴于目前的粮食主

销区已逐渐失去了从竞争性买方市场购买粮食的

一切好处．鉴于粮食主销区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

加工企业又因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相关粮食流

通的限制性政策的影响而处于相对的不平等的地

位，因此。对于现阶段经济相当发达的粮食主销区

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无疑也就有更充分的动力和

理由去要求和推进全国性统一的粮食市场的建立

以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融入国际大市场。事实

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在经济发达的上海

等地区取得突破和成功，应该说关键性的原因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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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在于此。

四、在粮食市场制度安排上的政府间行为

选择的博弈分析

鉴于实践中无论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员、还是地

方政府及其官员。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的追

求目标的理性个体；再加之，粮食制度改革本身又

是一个典型的动态过程，因而在处理粮食制度变革

中的相关利益关系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

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博弈特征。事实上。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利益双藿

性的基础上的。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

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利益又必须

要以中央政府大局利益的维护为前提；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以及地区自身利益的

代表者，又有着诸多的利益诉求。171就粮食市场而

言，地方政府既要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与粮食有关

的任务．又需在此过程中保护或是谋求本地区自身

的地方利益，而恰恰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间的博弈行为在所难免。

在粮食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都力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假定，中央政

府可以采取“放权与集权”两种策略，而地方政府也

可以采取“合作与对抗”两种方法应对。那么。在此

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行为选择构成一

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见图2)。

中央政府

O*kz～： O-kgv2 v2 (1+七z)Vz

图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博弈树

在初始状态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得益分

别为yl、耽，若实践中中央政府采取放权策略且又能

得到地方政府的合作时，那么，放权便是中央政府

的最优策略选择。在这里，中央政府可以得至lJ(1+k，)n

单位的利益，而地方政府则可获得(1+也)v2单位的利

益；相反，如果中央政府放权换回的只是地方政府

无节制的要求更多的放权(也即是地方政府选择不

合作)，由于这样以来整个粮食市场就会进入一种

无序状态，因此，中央政府一般就会不得不收回已

经下放的权力并进而恢复到集权的状态。此时．假

定中央政府的收益并没有减少，而地方政府的收益

却会因此而减少k：圪个单位；同样，在中央政府采取

集权的策略下，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

的发挥，结果就会导致国家利益损失丘m个单位。如

果地方政府遵从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的话，则又假

定其利益没有受到损失；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曲线

规则”或是“改头换面”等不合作措施来谋求地方利

益的话，那么，地方政府的获利就会增加如屹个单

位。此外，在这里，我们还假定得益的损失和增加又

均是相等的，并且有kl>O，如<1。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博弈图中的精炼纳什均衡

为(放权、对抗)，而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又

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策略。在博弈中，中央政府总是

策略的先行者。在这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博弈是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环境的

变化以及信息的更新都会影响到双方的得益并进

而促使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扩大自己的

权力影响。实践中多次的博弈与磨合，既可能会暴

露出双方的矛盾．也有可能会有助于双方矛盾的解

决并进而使得双方都能寻找到各自的最优策略。然

而．由于博弈双方在信息资源获得上能力的不对

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达成的博弈均衡总会在短

期内有利于某一方。

总之，从我国政府干预粮食市场政策选择的实

践上看，国家对粮食经济与粮食市场的控制大多是

通过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等部门来实现的。然而，现

实生活中。因在信息与决策等方面的分析中存在技

术、能力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再加之中

央与地方政府间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

求而存在着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的博弈．所有这

些均使得国家对粮食市场相关干预政策的实施结

果不仅难以真正地控制市场、不仅不利于我国粮食

市场化改革工作的有效与有序推进，而且也无形中

使国家遭受到诸多不必要的损失。事实上，正是有

鉴于此，实践中才需要在基于藕合粮食市场与政府

政策的基础上．对政府在粮食市场运作体制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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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grain circulation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an only be

conducted by government due to its systematicity and extensiveness．Given an analysis in general，the

reform suffers more from institution itseff tha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related capabilities．Therefore，be

adherence to the current institution or an unmodified transplantation of the”advanced experience”from

developed countries，they will never work．Instead，a replacement of the current institution is a necessity to

advance the reform，which is adaptable to the new economic patterns，for many problems occurring in this

course can find their way when the market undedines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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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分割严重,市场运作不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明显具有非市场化特征,这些都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距较远.这要求我们有意识

地加大市场培育的力度,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培育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方面.批发市场是粮食市场的重中之重,建立一个多级的、各级之间有机联系、相互影

响的批发市场体系十分必要.特别是要建好全国性的粮食批发市场来作为带动整个粮食市场的龙头.该文特别指出,要稳步发展粮食期货市场,建成能够与

美国抗衡的国际粮食定价中心,并以此为中国粮食期货市场的发展目标.此外,打破市场分割、规范交易行为和打破垄断、强化市场竞争也是下一步的重点

.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问题上,该文认为国有粮食企业的根本问题是政企不分,身兼双重身份,追求多元目标,没有有效监督,缺乏竞争刺激.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加快向市场竞争主体的转变,这要求我们改革政策性业务的制度安排,同时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今后,国有粮食企业必须同政府粮

食主管部门在人、财、物、权、责、利等方面全面分开.在政策性业务方面,该文特别提出用政府委托政策性机构、政策性机构再委托各类粮食企业的二

级代理模式,取代政府直接委托国有粮食企业的一级代理模式.在强化竞争方面,首先是要打破国有粮食企业对市场的垄断,消除非国有粮食企业发展的政

策壁垒,同时鼓励国有粮食企业之间进行竞争.此外,转变机制、加强监督和提供必要的支持也十分重要.

9.学位论文 敬艳辉 我国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0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粮价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给我国的粮食生产、粮食进出口和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不利于粮食生产者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加剧了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的粮食安

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深入研究我国市场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对于认识市场粮价波动的规律，减轻粮价波动对我国农民收入、农业发展和国民经

济的负面影响，保持与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稳定的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经济效益有深刻的现实含义。同时研究市场粮价波动

的宏观经济背景和经济规律，可以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我国粮食的供求关系、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科

学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市场粮价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学术界和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

研究成果，如王小鲁对粮食市场波动与政府干预的研究，卢锋、彭凯翔对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然而已有的文献中，理论分析多于实证研究，实

证研究局限于分析某一两方面影响因素，所选取的时间跨度较短，没有将不同改革制度背景下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这使一些研究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

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的思想，提出在国内扩大省际间粮食贸易量有助于稳定市场

粮价的假设，在影响市场粮价的因素中引入了省际间粮食贸易量这一变量，同时还考察了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利用计量经济分析

中的面板数据和协整分析的方法，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在不同的粮食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市场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以及通货膨胀与市场粮价之间的关系。

  全文共分6章，各章的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全文的逻辑框架。      第二章介绍

1985年以来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就1985-1994年粮食购销双轨制改革时期、1995-2000年粮食生产省长负责制时期和2001年至今粮食购销市

场化改革新阶段三段时期不同制度背景下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发展情况作了深入分析。      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市场粮

价的代表性文献，对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和评价,并指出已有的实证研究中考察粮价影响因素的局限，以及没有考虑省际间粮食贸易量和粮食生

产成本的不足。第二节从粮食市场供需的角度出发，分析省际间粮食贸易量对产区和销区市场粮价的影响，借鉴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的

思想，作者提出了扩大省际间粮食贸易量有助于发挥中西部产区的比较优势，稳定市场粮价的理论假设。最后利用市场供需分析提出市场粮价波动的主

要影响因素有当年的粮食产量增长率、粮食生产成本、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粮食净进口量、通货膨胀率、省际间粮食贸易量、粮食储备量等。

第四章是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部分。第一节是数据准备和说明，根据数据的特点引入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第二节介绍了面板数据

模型和其三种不同形式，以及如何在不同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并构建我国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第三节是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与解

释，根据协方差检验结果选择变截距的固定效应模型，得出三段时期模型的参数估计。1991-1994年这段时期，粮食产量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粮价变动的影响显著；1995-2000年省长负责制时期，只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粮食净进口比例对粮价波动有显著影响；2001-

2004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市场定价的机制逐渐成熟，使市场粮价可以较好的反映各要素的变动，除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变量的影响不

显著外，其它五个变量的影响都显著。      第五章分析通货膨胀、粮食储备与市场粮价之间的关系。在4.3的分析中，通货膨胀在三段时期对市场粮价

都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与市场粮价波动之间的关系，本章采用协整分析和均衡修正模型，从实证角度得出不论长期和短期通货膨胀对粮

价都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验证了在我国通货膨胀会通过改变粮食经营主体的预期影响粮价的假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储备具有市场调节器的作

用，在粮食供过于求时，增加调节性粮食储备，可以防止市场粮价大跌；当粮食供不应求时，减少调节性粮食储备，增加粮食市场供给，可以缓解粮价

的过度上涨。粮食储备对稳定市场粮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和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地区间的比

较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深化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三是充分发挥粮食储备稳定市场粮价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

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利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的思想，在市场粮价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引入了省际间粮食贸易量变量，并提出

扩大省际间粮食贸易量有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稳定产区和销区市场粮价的假设。实证研究表明在粮食购销市场化的背景下

，省际间粮食贸易量对稳定市场粮价有显著作用，但在购销市场没有放开的背景下作用不显著。      第二是将1991-2004这14年按照粮食购销市场化改

革的制度背景分为三段时期，考察了三段时期市场粮价变动的影响因素，较以往的实证研究更为全面，同时便于对不同制度背景下市场粮价变动的影响

因素作纵向比较，从中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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