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农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在社会公益性与企业自

身股东利益最大化之间选择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与农业

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相关，即农业企业的存

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为社会提供生产原料、稳定物

价、保证产品质量、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使用、易受自

然灾害影响等）。为了纠正这种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激励

农业企业专心务农，充分发挥农业企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

展中的作用，必要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或

财政补贴政策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国家一般通过制定积

极的财税优惠政策来实现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上市公司

的政策支持。

2012年财政部等9部委颁布的《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提出，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的发

展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国家扶持龙头企

业就是扶持农业与农民，因此，国家应“切实落实财政、税收、

金融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

发展”。近几年，国家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补贴政策的出

台与实施为农业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农业

龙头企业为首的农业企业的发展进入一个良好的历史发展

时期。尽管农业企业享受了各种各样的财税优惠政策，却仍

有不少农业企业逐渐淡出农业领域。财税补贴政策究竟能否

促进农业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此，本文选择农业龙头企业中的典型样本，结合相关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

二、文献综述

产业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对某个产

业的发展战略。国外有很多学者研究了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

的影响，研究结果体现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补贴有利于

企业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绩效；另一种则认为补贴容

易引起市场资源配置不当，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并没有产

生良好的效果，补贴引起无效率，而且补贴会引起公司管理

者的寻租与不努力行为。Blanes和Busom（2004）以西班牙的

公司作为样本，对研发补贴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

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参与模式是影响补贴效率的重要因素，

不同机构、不同行业以及项目选择方式的不同都会导致政府

补贴效率的差异。Beason和Weinstein（1996）对政府的投资补

贴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投资补贴导致企业经

营绩效的低增长，规模报酬也是递减的。Lee（1996）研究了政

府补贴对韩国制造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与制造

业的产出及资本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对韩

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补贴政策未加速全

局经济的增长。Van Tongeren（1998）对荷兰的投资政策进行

了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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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不恰当地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但同时提

高了企业的偿付能力。Bergstrom（2000）的研究表明，政府补

贴对瑞典企业1987 ~ 1993年的投资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企业

获得补贴的第一年，补贴会给企业的绩效与发展带来正面影

响，但从第二年开始，补贴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我国学者就政府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也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金赛美（2003）对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

利润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

的利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优惠政策已经成为一个支撑

农业上市公司利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农业上市公司经

营利润中约有四分之一直接来自于各种优惠政策；部分农业

上市公司在获得巨大优惠政策的同时却表现出了总体盈利

水平下降的状况，原因主要在于部分农业上市公司自身经营

管理不善。

汤新华（2003）对农业上市公司补贴效率的研究表明，虽

然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额度比全部上市公司多两倍

有余，但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利润却出

现了下滑。林万龙、张莉琴（2004）对 2000 ~ 2002年 58家农业

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对农业行业的扶持政

策包括对所有企业的销售税金等普惠性政策和针对特定企

业的“专项性补贴政策”；销售税金减免等“非专项性补贴政

策”的实施结果是有一定效率的，而针对特定企业的财税优

惠等“专项性补贴政策”是明显缺乏效率的；政府对所谓的农

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是低效率的。

邹彩芬等（2006）选取了1998年以前上市的36家农业上

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36家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补贴效率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收入不

具有连续性，补贴收入只是垫高了企业的账面利润并增加了

企业的偿债能力，从而给利益相关者营造出一种盈利的假

象，而且不同农业上市公司获得的补贴收入不同，容易诱发

企业管理层的寻租及偷懒行为。另外，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

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效率与产出产生显著

的影响。彭煜（2009）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上市公司获得

了高于其他行业企业平均水平的补贴支持，农业上市公司与

财税优惠政策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的财税补贴直接

增加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账面利润，但这种对农业上市公司账

面利润的提升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并未能显著改善农业上

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绩效，相反，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

发展还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

公司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林汶樱（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

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税收的减免会有一定的依赖

性，政府的补贴长期来看并不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刘云

芬（2015）选取沪深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离了政

府支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农业上

市公司的绩效有正面提升作用。

众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大量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存在对

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也对此展开了相应

的研究，但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现今税收优惠、政府

补贴依然大量存在，这种税收优惠补贴长时间来看究竟和农

业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进

一步去验证。

三、补贴收入和所得税对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国家对农业龙头企业公司的财税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补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主要

包括所得税减免和增值税减免等，其中所得税减免是政府给

予农业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的扶持政策，不仅是中央政府，

而且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行业情况给予不同农业公司相

应的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不仅涉及面广，而

且力度也比较大。表1、表2和图1、图2分别对补贴收入与税

收优惠对 25家样本农业龙头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进行了统

计分析。表3对2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平均所得税税负情况进

行了分析。文中表格金额单位均为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所得税

294119929

326728807

409767782

320057327

利润总额

2232552109

2273352683

2722252544

1856694242

所得税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0.1317

0.1437

0.1505

0.1724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补贴收入

712088493

713082746

728929854

871338853

利润总额

2232552109

2273352683

2722252544

1856694242

补贴收入占利润
总额的比例

0.3190

0.3137

0.2677

0.4693

表 1 农业龙头企业补贴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表 2 农业龙头企业所得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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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上市公司补贴收入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图 2 农业龙头企业所得税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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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和图 1的数据可以看出，25家农业龙头企业近几

年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而且政府补贴占利润总额的百分

比在近几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政府近几年对农业上市

公司的扶持补助力度比较大，也呈上升趋势；从所得税占利

润总额和营业收入的百分比来看，农业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

负相对较轻，远低于其他行业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从平均所

得税税负情况看（见表2和图2），25家公司5年平均所得税税

负也非常低，足以说明农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一直享受着较高

的税收优惠，也说明了国家对农业上市公司的扶持政策是实

实在在的。因此，虽然有学者提出补贴政策容易导致农业上

市公司的寻租行为，并认为补贴政策不利于农业上市公司的

发展，但近几年持续性的政府补贴和优惠行为却一直存在，

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基于时间段的连续分析，探讨

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基于DEA模型对政府补贴与财税优惠政策的投入

产出效率分析

DEA模型是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具有多输入、多输

出的“部门”或“单位”间的相对有效性，并对决策单元做出

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DEA

在处理多输出—多输入的有效性评价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主

要原因在于：①对数据无须量纲化处理。DEA方法并不直接

对数据进行综合，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及产

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②具有很强的客观性。DEA以决

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无须任何权重假

设，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③不必确定输入输出关系的显性

表达式。

在用DEA分析时，一般把被衡量绩效的组织称为决策单

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衡量某一DMUj0是否DEA

有效时，先构造一个由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假想决策单元，每

个DMU都有相同的m项投入，也有相同的 s项产出。设 vi为

第 i个投入指标 xi的权重，共有m个投入指标，ur为第 r个产

出 yr指标的权重，共有n个产出指标，则第 j个企业投入的综

合值为∑
i = 1

m
ViXij ，产出的综合值为∑

r = 1

n
uryrj ，第 j个企业的生

产效率定义为hj=∑
r = 1

n
uryrj/∑

i = 1

m
ViXij ，若能确定一组最佳的权

变量v1，v2，…，vm和u1，u2，…，un使第 j个企业的效率值hj最

大。限定max hj≤1，若第k个企业hk=1，则该企业相对于其他

企业来说生产率最高，该企业就是相对有效的。第 j0个决策

单元的相对效率优化评价的C2R模型为算式（1）：

（P）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max
uTy0

vTx0

s.t.
uTyj

vTxj

≤ 1
（1）

模型（1）中，xij，yrj为已知数，vi，ur为变量。模型的基本含

义是以权数 vi，ur为变量，以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标hj为约束，

第 j0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C2R的对偶输入模型为

算式（2）：

加入松弛变量的C2R输入模型为算式（3），设算式（3）的

最优解为λ∗，s+，s-，θ，则有结论：若θ=1，则DMUj0为弱DEA

有效；若θ=1，且 s+=0，s-=0，则DMEj0为DEA有效。

根据以上思路，以固定资产投资和主营业务成本作为产

出要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投入要素。固定资产反映企

业的资本投入与规模大小，主营业务成本反映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投入的各种材料费用、人工成本以及各种间接发生

的费用，这两个指标反映了企业的主要经营投入。因此，结合

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用这两个指标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投

入指标。主营业务收入是反映企业一定时间内经营成果和盈

利能力、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用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企

业的实际经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

源，该指标是体现企业经营绩效产出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表3可以看出，25家样本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存在较

大的差别，营业总收入最高的是通威股份，营业总收入最低

的是景谷林业，利润总额最高的是北大荒，利润总额最低的

是獐子岛，北大荒2014年的利润总额达到735337640.7元，而

獐子岛2014年利润总额只有-1319151456元。

从投入情况看，北大荒 2014 年的固定资产投入达到

417399036 元 ，景 谷 林 业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入 量 最 小 ，为

110927462.5元，营业总成本和营业总收入具有一定的配比

性，通威股份 2014年的营业总成本最高，为 15051928050元，

景谷林业 2014年的营业总成本最低，为 1171787800.6元。因

此，要分析不同的农业企业在投入产出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

下的经济效率。

采用DEAP软件进行农业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模拟和

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 4。从表 4可以看出，财税优惠政策的

平均效率是 0.38，财税优惠政策仅对三家公司是全效率的，

，j=1，2，…，t

u≥0，v≥0，u≠0，v≠0

（DC2R）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min θ
s.t.∑

j = 1

t λjxj ≤ θx0

∑
j = 1

t λjyj ≥ y0

（2）

λj≥0，j=1，2，…，t

（D1
C2R）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min θ
s.t.∑

j = 1

t λjxj+S- = θx0

∑
j = 1

t λjyj-S+ = y0
（3）

λj≥0，j=1，…，t

S-，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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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的农业上市公司，财税优惠政策则是低效率的。

从表 4还可以看出，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投入产出情况

下具有不同的经营效率。登海种业和通威股份在2014年的综

合经营效率评价值为 1，说明这两家企业整体处于较佳的经

营水平。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等企业的综合经营效率评价也

比较高，景谷林业、罗牛山、中水渔业等企业经营效率评价值

较低，说明在考察的样本企业中，高科技类企业具有较好的

经营效率，而种植业、林业、渔业等企业的综合经营效率较

差。综合经营效率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进一步分析影响农业企业综合经营效率的因素，可以看

出，景谷林业的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是其规模效率评价值偏

低，说明景谷林业需要通过改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其规

模效率。北大荒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其规模效率评价值也偏

低，登海种业和通威股份的规模效率处于最佳状态，其他农

业企业的规模效率也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纯技术效率看，

隆平高科和登海种业等高新技术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分值要

高于其他企业。从行业看，以种植类为主的农业企业的纯技

术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行业内部对比来看，通威种业和

敦煌种业的经营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相较于登海种业、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等还具

有进一步提升和改进的空间。分析结果还表

明，通威股份和登海种业处于规模报酬较佳状

态，顺鑫农业、獐子岛、亚盛集团和北大荒处于

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其他样本公司处于规模报

酬递增状态。

五、补贴收入和所得税对农业龙头企业经

营绩效的统计分析

1. 研究假设。农业属于国家基础性产业，

但农业同时又属于弱质性产业，易受自然环境

的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剪刀差”使得

农业经常处于“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局面，农产

品价格更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

扶持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是政府宏观政策的

一个主要措施。根据外部性理论，农业具有正

的外部性，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国家对

农业实施一定的保护政策。国家对农业的保护

政策主要体现在给予农业产业一定的财政补

助及各项税收优惠措施。政府的各种补贴项目

或与企业的收益相关，或与企业的资产相关。

与企业收益相关的补贴项目包括各种储粮补

贴、财政贴息、农机推广经费项目、救济性资

金、专利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与资产相关的

补贴包括物流配送等项目。税收优惠政策也是

种类众多，国家对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从事种植

业、养殖业等的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种

植、林木加工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国有农业企业从事

渔业加工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农业补贴和税收优惠

在减少农业企业相关费用支出项目、提高农业企业产品的竞

争力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本文构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国家的补贴政策与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正

相关。

假设 2：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与农业上市公司的经

营效率正相关。

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补贴收入、财税优惠政策的实

施会促进农业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本文采用农业企业2014

年的综合经营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接受的政府补贴收

入以上市公司利润表中的“补贴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例来

表示。由于企业规模大小不同补贴率也不同，所以这里选择

用补贴收入的相对指标来反映农业上市公司所得到的补贴

收入的大小，而所得税综合税率用企业所缴纳的所得税与利

润总额的比率来衡量。在企业的利润表中，企业的所得税费

用和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由于受到一些纳税调整的影响，

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纳税调整金额占总金额

股票代码

000798

000860

002069

002086

600075

600093

600097

600108

600265

600354

600359

600965

600975

000663

000713

000735

000998

002041

600189

600251

600257

600438

600467

600540

600598

股票简称

中水渔业

顺鑫农业

獐子岛

东方海洋
∗ST新业

禾嘉股份

开创国际

亚盛集团

ST景谷林业

敦煌种业

新农开发

福成五丰

新五丰

永安林业

丰乐种业

罗牛山

隆平高科

登海种业

吉林森工

冠农股份

大湖股份

通威股份

好当家

新赛股份
∗ST北大荒

营业总收入

378756392.7

9480664078

2662211458

604504765.5

4270042921

405008346.5

831010886.7

2244848821

95927290.65

1255860455

667729706.2

1100242978

1302493866

460006220.2

1378800048

1005817244

1815424947

1480081485

1497276637

1153597825

676466196.4

15408930605

881254604.8

1103264981

5113819814

利润总额

20094933.85

535221176

-1319151456

43875719.27

56000243.53

44308858.97

106159505.4

211722752.3

-46708123.17

-225495295.8

-474089.79

91099595.92

-68171250.03

-17946079.43

64126509.62

89016869.88

325875731.6

550001648.2

35672902.09

185345372.5

8808816.7

420089867

20232007.57

-8349608.62

735337640.7

固定资产

259316079.5

2604055712

1291095376

1357910986

922474190

317087241.3

740219403.5

1403474942

110927462.5

734804426.9

667168837.8

510066657.7

555967802.7

348585501

357898914.4

958695307.8

640840163.6

563165331.4

1266941129

962259611.6

183333497.8

1981258726

2393718420

818979351.2

4171399036

营业总成本

450056873.8

8945485494

3284048434

581010994.4

4355507368

359211105.5

921564441.6

2051926869

171787800.6

1492882741

773210833.2

1012922088

1407721362

516748048.2

1371147156

1155948924

1615551004

995401015.6

1560668922

1223743041

688569259.9

15051928050

887025536

1261061617

4963933248

表 3 农业龙头企业2014年总投入、总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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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较小，所以本文忽略了纳税调整因素的影响，直接将

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除以利润总额计算各农业上市公司

的实际税负。对模型选择截面数据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3. 描述性统计。从表 5可以看出，不同农业企业所获得

的补贴率和其所得税优惠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有样本农

业上市公司 2014年的补贴率的平均值为 0.039，农业企业补

贴率最大值为 0.237，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0.064，说明不同

农业上市公司之间获得的补贴率差异比较大。农业企业经营

项目不同，农业企业所在地区不同，都会使其获得的农业补

贴收入差距加大。不同农业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之间也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获得所得税优惠率最高的是25%，即2011 ~ 2014

年所得税率为0（因为所得税可以采用税前弥补，连续五年期

间，如果本期利润为负时，可用下期税前利润抵扣），所得税

优惠率最小值为0，说明未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或多元化的

产业抵消了农业类的优惠税率。平均所得税优惠率16.5%，说

明在目前的诸多财税优惠补贴政策下，农业上市公司的总体

税负还是比较低的，国家从所得税方面给予了农业类龙头企

业较多的政策扶持。所得税优惠率的标准差为0.096，该值表

明不同农业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4. 回归结果分析。表6的回归结果反映了财政补贴收入

率和所得税优惠率对农业企业综合经营效率的影响。从表 6

可以看出，财政补贴率与农业企业综合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

是负相关的，而且在 0.05的概率下是显著的。在进行模型模

拟分析后，本文还对模型进行了截面数据的异方差检验，检

验结果显示数据之间不存在异方差性，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

度。这一结果也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农业

企业是国家扶持的弱质产业，补贴率越高，享受补贴企业的

经营效率反而越低，说明了补贴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发挥

的作用有限，或者说补贴机制还存在着需要完善的方面。目

前我国的农业企业要想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主要还是通过

申请，在企业提出获取政府的补助款申请时，由于企业和政

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往往会为了获取财政资金实施

“寻租”行为，从而使得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资金很难真正发

挥作用。所以，要想合理有效地发挥财政补助资金的作用，使

其真正提升农业产业发展绩效，还需要完善财政资金的补助

机制。而所得税优惠率与农业的综合经营效率之间的模拟结

补贴率

所得税优惠率

系数

-0.108

-0.148

标准
误差

0.429

0.287

T值

-0.253

-0.515

概率

0.80

0.611

异方差检验
（概率）

0.573

0.533

表 8 农业龙头企业2014年财税补贴与
规模效率的回归结果

补贴率

所得税优惠率

系数

-0.99

0.592

标准误差

0.414

0.286

T值

-2.41

2.068

概率

0.02

0.05

异方差检验
（概率）

0.549

0.408

表 7 农业龙头企业2014年财税补贴与
纯技术效率的回归结果

补贴率

所得税优惠率

系数

-0.93

0.386

标准误差

0.439

0.312

T值

-2.12

1.236

概率

0.04

0.228

异方差检验
（概率）

0.22

0.175

表 6 农业龙头企业2014年财税补贴与
综合效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补贴率

所得税税率

变量数

变量
代码

SR

ITR

N

平均
数

0.039

0.165

25

中位数

0.012097

0.207000

25

最大
值

0.237897

0.250000

25

最小
值

0

0

25

标准差

0.064881

0.096000

25

表 5 所有农业上市公司补贴率和
所得税税率统计描述

股票代码

000798

000860

002069

002086

600075

600093

600097

600108

600265

600354

600359

600965

600975

000663

000713

000735

000998

002041

600189

600251

600257

600438

600467

600540

600598

股票简称

中水渔业

顺鑫农业

獐子岛

东方海洋
∗ST新业

禾嘉股份

开创国际

亚盛集团

ST景谷林业

敦煌种业

新农开发

福成五丰

新五丰

永安林业

丰乐种业

罗牛山

隆平高科

登海种业

吉林森工

冠农股份

大湖股份

通威股份

好当家

新赛股份
∗ST北大荒

综合效率

0.566

0.888

0.622

0.700

0.884

0.758

0.606

0.736

0.376

0.597

0.581

0.765

0.709

0.599

0.866

0.585

0.860

1.000

0.645

0.634

0.842

1.000

0.668

0.588

0.693

纯技术效率

0.769

1.000

0.661

0.817

0.886

0.990

0.661

0.855

1.000

0.615

0.662

0.802

0.740

0.752

0.925

0.617

0.868

1.000

0.649

0.655

1.000

1.000

0.720

0.612

0.928

规模效率

0.736

0.888

0.941

0.857

0.997

0.766

0.917

0.860

0.376

0.971

0.877

0.953

0.958

0.796

0.936

0.948

0.990

1.000

0.995

0.968

0.842

1.000

0.927

0.962

0.747

irs

drs

drs

irs

irs

irs

irs

d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

drs

irs

irs

-

irs

irs

drs

表 4 对农业龙头企业财税补贴的效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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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所得税优惠率是

一种普惠性的政策，只是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

但没有明显地促进农业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减轻农业企业的税收负担，间接增加企业的利润总额和

流动资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农业产业自身的弱质性，

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长期低迷以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环境的

复杂性，使得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农业企业的经营效率方面

发挥的作用有限。

表7反映了财政补贴收入率和所得税优惠率对农业企业

纯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表7可以看出，财政补贴率与农业企业

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而且在0.05的概率下是显

著的。在进行模型模拟分析后，本文还对模型进行了截面数

据的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之间不存在异方差性，

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这一结果说明了补贴政策并没有和

企业的技术创新等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技术效率越高的企

业，经营业绩越好，得到的补贴越少。而所得税优惠率与农业

的技术效率之间的模拟结果显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即所得税优惠率只是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

用，但没有明显地促进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

表8的回归结果反映了财政补贴收入率和所得税优惠率

对农业企业规模效率的影响。从表8可以看出，财政补贴率和

所得税优惠率与农业企业的规模效率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

关性，企业的规模效率受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内容、行业性

质以及地方相关政策的限制，从而使财政补贴率和所得税优

惠率在促进农业企业的规模效率时发挥的作用有限。

六、结论

不同农业龙头企业所获得的补贴率和其所得税负担率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国家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补贴整体呈增加

趋势，不同农业龙头企业之间获得的补贴率差异比较大。不

同农业龙头企业之间的所得税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

目前诸多财税优惠补贴政策下，农业龙头企业的总体税负还

是比较低的。

从DEA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投入产

出情况下具有不同的经营效率。考察的样本企业中，高科技

类企业具有较好的经营效率，而种植业、林业、渔业等企业的

综合经营效率较差。从纯技术效率看，隆平高科和登海种业

等高新技术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分值要高于其他企业，以种植

类为主的农业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行业

内部对比来看，通威种业，敦煌种业的经营效率、纯技术效

率、规模效率相较于登海种业、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等还具有

进一步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财政补贴收入率和所得税优惠率对农业企业经营效率影

响的模型分析表明，财政补贴率与农业企业综合经营效率之

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而且在 0.05的概率下影响是显著的。

所得税优惠率与农业企业的综合经营效率之间的模拟结果

显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财政补贴率与农业企业

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而且在0.05的概率下影响

是显著的。所得税优惠率与农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之间的模拟

结果显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政府补贴率和所得

税优惠率与农业企业的规模效率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的经济手段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

发展，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和产业化水平对于经济的健康

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实施农业的财政补助与税收优惠

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但只有结合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

水平，制定合理的补贴制度与税收优惠制度，才能使有限的

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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