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农产品优质化和品牌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必然要求[1]袁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院野支持建

设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袁 创响一批特色产品品

牌冶遥 在我国袁许多农产品品牌以区域公用品牌的

形式出现袁以野区域名+品类名冶的形式命名袁运用

地理标志商标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遥 在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袁 根据地区优势农产品培育的

区域公用品牌袁如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较高的野五
常大米冶尧野烟台苹果冶尧野西湖龙井冶等袁依据所在地

区的整体力量来提升自身形象和影响力袁 能够有

效督促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袁 进而有利于提高农

产品供给质量遥
农产品区域品牌属于野公共物品冶袁区域内的

农户如果不受约束袁 往往会做出破坏区域品牌形

象的行为袁比如以劣充优和使用膨大剂增产等袁从
而给区域品牌带来负面影响遥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

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 是一种有潜力的经济联合

组织[2]袁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协调能力[3]袁能够引导

农户逐渐形成区域品牌意识袁 对保护农产品区域

品牌和提升区域品牌价值起到较大作用袁 有利于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遥
农产品区域品牌为某个区域共同使用袁 能给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区域品牌与乡村振兴

李大垒 1袁仲伟周 2

渊1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袁陕西 杨凌 712100曰
2援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袁陕西 西安 710061冤

摘 要院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袁然而存在农户破坏区域品牌形象尧农产品

优质不优价等问题袁影响了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遥 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袁实证分析农民合作社建设对农产

品区域品牌价值的影响作用袁结果表明院合作社理事会尧监事会尧大股东股份比例越高袁理事会规模越大袁
每年财务公开次数越多袁负责人文化程度越高袁越有利于促进区域品牌提升价值袁从而有助于从质量层面

推进乡村振兴遥 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袁判断野政府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的区域品牌建设模式

比较适合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袁该模式主张完善合作社治理机制以促进品牌价值

提升曰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整体品牌建设袁严格控制地理标志的使用袁实现标准化生产曰农户在政府

和合作社的监督与协调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遥
关键词院农民合作社曰合作社治理机制曰农产品区域品牌曰乡村振兴曰地理标志

中图分类号院F 304.3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6-0118-08

收稿日期：2019-09-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野农业区域品牌的运营机制与推广策略研究院基于合作社视角冶

渊16YJC630050冤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陕西省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路

径研究冶渊2017RWYB05冤
作者简介：李大垒袁经济学博士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袁硕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农业品牌与区域发展

研究曰仲伟周袁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产业经济政策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6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6
圆园19 年 11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Nov援 圆园19



该区域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曰 农民合作社为某个集

体共同经营袁也能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遥 通过农民合

作社来助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袁 既能有效保护

区域公用品牌袁减少野搭便车冶行为曰又能提升区域

品牌的市场价值袁通过品牌力量实现乡村振兴遥 那

么袁 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哪些要素会对农产品

区域品牌市场价值产生影响钥影响方式如何钥通过

合作社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实现乡村振兴应采取

何种模式钥 本文基于对陕西省 5 个县的实地问卷

调查袁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德尔菲法袁通过实证

分析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遥

二尧文献综述与指标选取

渊一冤文献综述

1.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研究综述

农民合作社不同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之处

在于其治理结构及机制[4]遥 合作社治理机制的核心

是利益联结机制袁通过经济联合和共同经营袁将个

体劣势转化为群体优势[5][6]遥 合作社具有自我选择

机制袁 一般会有准入门槛限制袁 从而把信用条件

差尧异质性较大的农户排除出去[7]遥 如果合作社缺

乏财务审计机制尧成员异质性较高尧成员对合作社

的忠诚度较低袁 会导致合作社产生比较突出的治

理问题[8][9]遥 在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不规范的情况

下袁会引发代理问题尧社会生态风险尧机会主义风

险以及核心社员对普通社员利益的剥夺袁 这将会

直接影响合作社的生存[10][11]遥
在我国袁大多数合作社的决策权在理事会袁社

员大会和监事会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层面[12]遥合作社

管理制度不健全且缺乏外在监督袁 合作社管理人

员和普通社员自身能力不足袁 这是造成当前合作

社盈余分配没有达到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曳相关规

定的主要原因[13]遥 合作社存在较高的组织惯性袁转
变经营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困难袁 阻碍了其向深层

次的发展[14][15]遥 因此袁合作社需要建立合理的治理

机制袁强化监督尧产权合约等正式规则的设计和企

业家道德尧声誉等非正式规则的建设 [16][17]曰还应当

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袁 合理配置合作社的组

织权力袁将野能人治社冶与民主管理相结合[18]遥

可以看出袁 以上文献虽然对合作社何种治理

机制起关键作用持不同观点袁 但是一致认为合作

社治理机制必须规范健全袁 这样才能有效联结小

农户和大市场遥 因此袁合作社要想提高经营绩效袁
必须有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袁民主管理尧共同治理

是关键袁监督制约机制需要完善曰同时要强化政府

的外部引导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袁
进而给社员带来更高收益袁 对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和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遥
2.农产品区域品牌市场价值研究综述

消费者选择农产品品牌时会受到感官印象的

影响袁要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市场价值袁必须考

虑消费者的心理反应[19]遥如果农产品区域品牌迎合

了消费者袁获得了消费者青睐袁就会使该农产品产

生溢价袁提高消费者溢价购买意愿[20]遥所以袁对于越

信任的农产品品牌消费者就越愿意高价购买袁而
合理品牌溢价则迎合了消费者的购买心理袁 但过

高溢价对低收入者的消费意愿会产生负面影响[21]遥
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直接效果袁 是能够带

来农民收入的增加[22]遥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袁对于发

展中国家袁 目前农产品区域品牌仅给农户带来很

少的直接收益[23]遥中国不少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袁但缺少一批像荷兰花卉尧津巴布韦烟草等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突出竞争力的农产品区域品牌袁不少

优势产品只能占据低端市场袁 价值创造力不足[24]遥
要改变这种现象袁 我国农产品需要大力提升自身

质量袁加强区域品牌意识袁增加区域品牌的创新活

动[25]曰此外还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给区域品牌带来

新的市场价值[26]遥
以上文献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效果大小的

判定存在分歧袁 但是都赞同只有以消费者为中心

才能提高品牌市场价值遥 因此袁农产品区域品牌要

想获得持续竞争力袁 必须从满足消费者的角度进

行建设袁不仅要提高品牌知名度袁更要培育美誉度

和忠诚度袁逐步进入国内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曰作
为公共物品袁 农户要有共同维护区域品牌形象的

意识袁不断提升品牌农产品质量袁通过政府和合作

组织的引导实现品牌价值的逐步提升袁 从质量层

面推进乡村振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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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指标选取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袁 本文构建农民合作社治

理机制和农产品区域品牌市场价值的衡量指标体

系遥 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一级指标包括股权结

构尧理事会结构尧监督情况尧负责人情况 4 个方面袁
二级指标共 16 个曰农产品区域品牌市场价值的一

级指标包括品牌特征因素尧 品牌强度因素和品牌

贡献因素 3 个方面袁对应的二级指标共 12 个遥 具

体指标见表 1遥

表 1 农民合作社和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指标体系

三尧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渊一冤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本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4~8 月展开的实证调查遥 研究团队成员分别前

往陕西省周至县尧洛川县尧城固县尧户县和蒲城县

等 5 个县进行实地调研袁 在每个县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农产品区域品牌袁分别是周至猕猴桃尧洛川苹

果尧城固柑桔尧户县葡萄和蒲城酥梨袁针对各县的

农民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袁 并对部分合作社负责

人进行深度访谈袁以获取第一手数据和信息遥 调研

共发放问卷 380 份袁回收问卷 368 份袁其中有效问

卷 347 份遥
根据调研问卷所得数据袁 实证分析合作社治

理机制各指标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提升的影响

程度遥 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的衡量指标袁由于

品牌特征因素尧 品牌强度因素和品牌贡献因素 3
个指标都是有序分类变量袁因此采用有序 Probit 模
型袁通过 Stata12.0 软件进行回归拟合袁使用极大似

然估计法进行估计遥

渊二冤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进行衡量的品牌特征

因素尧品牌强度因素和品牌贡献因素 3 个指标都是

有序分类变量袁因此本文设计每个指标的取值包括

1尧2尧3尧4尧5袁分别对应非常弱尧比较弱尧一般尧比较

强尧非常强 5 个层次袁用 Y1尧Y2尧Y3 分别表示品牌特

征因素尧品牌强度因素和品牌贡献因素在渊1, 2, 3,
4, 5冤上取值的有序响应袁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遥

2.解释变量

前文构建的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衡量指标体

系所包含的 16 个二级指标袁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

入模型袁各解释变量的含义见表 2遥

表 2 解释变量的含义

渊三冤模型构建

用 Yi 表示品牌特征因素尧 品牌强度因素和品

牌贡献因素在渊1, 2, 3, 4, 5冤上取值的有序响应袁有
序 Probit 模型可表示如下院

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农民合
作社的
治理机

制

股权结构
理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尧监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尧大
股东股份比例尧理事监事与大股东重合度

理事会结构
理事会成员数量尧理事会收入占合作社比例尧核心社员占
理事会比例尧外部非社员占理事会比例

监督情况
监事会成员数量尧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次数尧每年财务公
开次数尧外部人员占监事会比例

负责人情况 负责人的年龄范围尧文化程度尧股份比例尧社会职务

农产品
区域品
牌价值

品牌特征 品牌农产品的口味尧营养价值尧价格尧储藏条件

品牌强度 品牌知名度尧品牌美誉度尧品牌忠诚度尧发展潜力

品牌贡献 品牌经济贡献尧社会贡献尧文化贡献尧外部影响

变量 符号 含义

理事会全体成员股
份比例

X1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监事会全体成员股
份比例

X2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大股东股份比例 X3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理事监事与大股东
重合度

X4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理事会成员数量 X5
10 人以下尧11要30 人尧31要50 人尧51要100 人尧101要200
人尧201 人以上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尧6

理事会收入占合作
社比例

X6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核心社员占理事会
比例

X7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外部非社员占理事
会比例

X8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监事会成员数量 X9
10 人以下尧11要30 人尧31要50 人尧51要100 人尧101 人以
上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监事会会议每年召
开次数

X10
5 次以下尧6要10 次尧11要30 次尧31要50 次尧51 次以上分
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每年财务公开次数 X11
5 次以下尧6要10 次尧11要30 次尧31要50 次尧51 次以上分
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外部人员占监事会
比例

X12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负责人年龄范围 X13
30 岁以下尧31要40 岁尧41要50 岁尧51要60 岁尧61 岁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负责人文化程度 X14
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尧大专尧本科尧研究生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
5尧6

负责人股份比例 X15
20%以下尧20%要40%尧40%要60% 尧60%要80%尧80%以上
分别赋值 1尧2尧3尧4尧5

负责人社会职务 X16 有社会职务赋值 1袁没有社会职务赋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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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茁Xj忆+着i渊i =1, 2, 3; j=1, 2, 噎, 16冤
取对数后的似然函数为院

其中院
hjk=1袁如果 Yi 落在第 k 类组渊j=1, 2, 噎, 16曰k=

1, 2, 3, 4, 5冤
hjk=0袁其它

以上表达式中袁Yi* 是潜在变量袁无法观测到具

体值曰但 Yi 是可观测的变量袁表示品牌特征因素尧
品牌强度因素和品牌贡献因素在 渊1, 2, 3, 4, 5冤上
取值的有序响应曰XJ忆是合作社治理机制变量的一

组观测值袁j渊j=1, 2, 噎, 16冤表示观测值数曰茁 表示

待估计的参数变量袁着i 是随机解释变量袁k 是状态

参数遥

四尧农民合作社对农产品
区域品牌价值影响分析

渊一冤模型检验

根据本研究团队对陕西省周至县尧洛川县尧城
固县尧 户县和蒲城县 5 个县的农民合作社进行问

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袁 使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有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拟合袁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

估计袁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 3遥
通过表 3 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袁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袁大部分解释变量通过了检验袁只
有 X4 理事监事与大股东重合度尧X9 监事会成员数

量尧X10 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次数尧X16 负责人社会

职务 4 个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袁 说明大部分变量的

选取是合理的袁模型具有可行性遥 解释变量 X8 外
部非社员占理事会比例尧X12 外部人员占监事会比

例尧X13 负责人年龄范围对被解释变量 Y1 品牌特征

因素尧Y2 品牌强度因素有负向影响袁 解释变量 X8
外部非社员占理事会比例尧X13 负责人年龄范围对

被解释变量 Y3 品牌贡献因素有负向影响袁其他解

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具有正向影响遥

渊二冤结果分析

1.理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尧监事会全体成员

股份比例尧 大股东股份比例 3 个变量对农产品区

域品牌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袁 表明理事会全体成员

股份比例越高尧监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越高尧大
股东股份比例越高袁 越有利于促进农产品区域品

牌提升价值遥 可以看出袁合作社的理事会尧监事会

和股东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 这些机构拥有

的股份比例越高袁说明其在合作社中所起的作用越

大袁 越能促进合作社的规范化治理和现代化运作袁
对所在地区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能够起到越重

要的推动作用遥

表 3 模型检验结果

注院括号内是参数估计的 t 值曰***尧**尧* 分别表示在

1% 尧5% 尧10%的水平上显著曰a 的参照类别为野负责人无社

会职务冶遥

2.理事会成员数量尧理事会收入占合作社比

例尧 核心社员占理事会比例 3 个变量对农产品区

域品牌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袁 表明理事会成员数量

越多尧理事会收入占合作社总收入比例越高尧核心

变量 Y1 Y2 Y3

理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
0.2559***
(3.28)

0.2694***
(3.41)

0.2874***
(3.79)

监事会全体成员股份比例
0.1106*

(1.05)
0.1603**

(2.34)
0.1993***

(3.58)
大股东股份比例

0.0776*
(1.27)

0.1119**
(2.08)

0.0866***
(3.91)

理事监事与大股东重合度
0.0798
(0.08)

0.0984
(0.09)

0.0754
(0.56)

理事会成员数量
0.2266***
(3.87)

0.1631***
(3.95)

0.1174***
(3.73)

理事会收入占合作社比例
0.1842***

(3.19)
0.1667***

(3.25)
0.1254**

(2.85)
核心社员占理事会比例

0.2334**

(2.29)
0.2573***

(3.81)
0.2742**

(2.07)
外部非社员占理事会比例

-0.0706*

(-1.76)
-0.1678**

(-2.54)
-0.3458*

(-1.02)
监事会成员数量

0.3467
(0.46)

0.1678
(0.09)

0.2565
(0.17)

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次数
0.4781
(0.11)

0.5661
(0.07)

0.6765
(0.24)

每年财务公开次数
0.2553**

(2.43)
0.5476**

(2.69)
0.2254**

(2.07)
外部人员占监事会比例

-0.0885*
(-1.28)

-0.0343*
(-1.53)

0.0655
(0.43)

负责人年龄范围
-0.1894**

(-2.29)
-0.2847**

(-2.77)
-0.0875**

(-2.01)
负责人文化程度

0.1894***
(3.87)

0.0079***
(3.44)

0.1237
(0.69)

负责人股份比例
0.1903***

(3.65)
0.2343***

(3.87)
0.6876
(0.19)

负责人社会职务 a 0.5894
(0.89)

0.0785
(0.23)

0.0231
(0.07)

Log Likelihood -873.96 -298.42 -512.75
N 347 347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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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占理事会比例越大袁 越有利于促进农产品区

域品牌提升价值遥 可以看出袁理事会是合作社的重

要机构袁理事会的规模越大袁收入越高袁理事会结

构中越是以核心社员为主袁 越有利于促进农产品

区域品牌建设遥
3. 每年财务公开次数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

具有正向影响袁表明每年财务公开次数越多袁越有

利于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价值遥 外部人员占

监事会比例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具有反向影

响袁表明外部人员占监事会比例越低袁越有利于促

进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价值遥 可以看出袁合作社只

有更多地公开财务信息袁保证财务信息的透明性袁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袁 实现社员之间的相互督促协

作袁才能更好地推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遥
4.负责人文化程度尧股份比例两个变量对农产

品区域品牌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袁 表明合作社负责

人文化程度越高尧股份比例越高袁越有利于促进农

产品区域品牌提升价值遥 负责人年龄范围这一变

量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具有反向影响袁 表明合

作社负责人越年轻袁 越有利于促进农产品区域品

牌提升价值遥 可以看出袁合作社负责人只有接受了

良好的教育袁成为合作社的最大股东袁具备充沛的

精力和活力袁具有较好的创新意识袁才能更有利于

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遥

五尧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选择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袁 农民合

作社的治理机制越完善袁 越有利于促进所在地区

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遥 那么袁合作社应该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钥 地方政府尧行业协会尧龙头企业应该

分别扮演什么角色钥 笔者认为有必要设计几种不

同的区域品牌建设模式袁 并运用德尔菲专家调查

法对这些模式进行分析袁 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农

村地区区域品牌建设模式袁 从农产品质量提升层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遥
对于依托农民合作社来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

的具体模式袁学者们提出了野行业协会+公司+合作

社+专业农户冶模式[27]尧野专业合作社+农户+地理标

志冶模式[28]袁以及野政府主导+合作社运营+龙头企业

参与冶模式 [29]遥 这 3 种模式均涉及了政府尧行业协

会尧龙头企业尧合作社 4 种组织袁虽然 3 种模式的

具体表述和内容有所不同袁 但是都强调了合作社

对于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重要性遥 基于已有文

献袁本文设计了 6 种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院
渊1冤野政府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

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政府起主导

作用遥 具体而言袁政府制定政策扶持特定农产品的

整体品牌建设袁 并在地理标志使用上进行严格控

制以实现标准化生产曰 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经营

主体负责维护区域品牌曰 农户在使用区域品牌的

过程中接受政府和合作社的监督与协调袁 共同提

升区域品牌价值袁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渊2冤野政府主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

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政府同样起

主导作用曰涉农龙头企业维护区域品牌袁通过技术

创新和高质量产品生产推进区域品牌提升市场价

值袁 并在农户使用区域品牌的过程中发挥协调作

用曰 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到区域品牌的建设过程

中袁保障社员的农产品进入良性营销渠道遥
渊3冤野行业协会引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

进冶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行业协

会起引导作用袁监督和规范合作社尧企业与农户的

行为袁 在地理标志使用上进行严格控制以实现标

准化生产曰农民合作社维护和运营区域品牌曰农户

接受行业协会和合作社的监督与协调袁 不断提升

区域内农产品质量遥
渊4冤野行业协会引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

与冶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行业协

会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曰 涉农龙头企业作为主体

维护和运营区域品牌曰 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到区

域品牌的建设过程中袁与涉农企业实现互利共赢袁
共同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提高遥

渊5冤野市场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
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市场起到主

导作用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农产品的供需均衡袁依
托地理标志提升农产品质量曰 农民合作社维护区

域品牌袁监督农户行为以保证农产品质量遥 各类主

体共同打造区域特色优势农产品袁 促进农户收益

逐渐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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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6冤野市场主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
模式院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袁市场发挥主

导作用袁依靠市场机制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曰区域

内的涉农龙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袁 引领合作社和

广大农户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曰 合作社积极

参与到区域品牌建设中袁约束社员的生产行为袁实
现统一的规范生产和畅通销售遥

针对以上 6 种模式袁 本文设计 野非常同意冶尧
野基本同意冶尧野不确定冶尧野基本不同意冶尧野非常不同

意冶5 个选项袁分别记为 5 分尧4 分尧3 分尧2 分尧1 分袁
采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袁由 60 位专家对这 6 种模

式分别打分袁并加总计算出每种模式的总得分袁然
后计算出平均得分袁将统计结果进行汇总袁以寻找

我国农村地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遥 各类模

式最终得分结果如表 4 所示遥

表 4 6 种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得分统计

通过表 4 中 6 种模式得分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袁市场主导的两种模式得分最低袁表明大多数专

家认为现阶段市场主导模式不适合在市场经济尚

不成熟的部分农村地区发展袁 首先可以排除这两

种模式曰对于行业协会引导的两种模式袁大多数专

家的态度是不确定袁 表明专家对行业协会的作用

还没有足够认可袁 更倾向于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主

导之间进行选择曰对于政府主导的两种模式袁专家

的打分比较高袁均高于 4 分袁由此可见专家认为政

府主导模式是比较适合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的发展模式遥 其中袁野政府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
作社推进冶模式平均得分 4.82 分袁野政府主导袁龙头

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模式平均得分 4.18 分袁因
此袁通过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可以判断袁表 4 的第一

种模式是比较适合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

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袁 对于其他市场经济发展

尚不成熟的省区袁也可以借鉴此类模式遥

六尧政策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袁 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

成熟的广大农村地区袁可以采用野政府主导袁依托

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的模式袁通过建设农产品

区域品牌实现乡村振兴遥 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已

经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地区袁可以从合作社尧
政府尧地理标志尧农户 4 个方面具体推进以实现品

牌价值提升遥
第一袁 完善合作社治理机制以推进区域品牌

提升价值遥 合作社的理事会尧监事会和股东层应优

化治理结构袁 负责人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和管理水平袁理事会要适当扩大规模袁吸引更多高

收入农户进入理事会袁增加财务公开力度袁提高财

务透明度袁通过统一运作保证农产品质量袁维护农

产品区域品牌发展遥 合作社要积极争取政府更多

的资金支持袁 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

响力袁有实力的合作社可以同时设立农业企业袁严
格约束其生产和经营行为袁 增强全局意识和集体

观念袁 使合作社成为各县域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的中坚力量袁从质量层面推进乡村振兴遥
第二袁 强化各级政府和各县级政府的主导和

推动作用袁 制定政策扶持特定地区农产品的整体

品牌建设袁加大对品牌地区的资金投入袁增加农业

补贴促进合作社和农户生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袁
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资金短缺的问题遥 学习借鉴东

部地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先进经验袁 在政策

和资金上优先扶持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较强的区

域品牌袁不断提升这些区域品牌的市场价值袁最终

缩小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和东部地区

的差距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逐渐形成竞争优势袁
使农产品区域品牌成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力量遥
第三袁严格控制地理标志的使用袁让符合标准

化生产条件的合作社和农户使用地理标志袁 实现

区域品牌农产品的统一标准化生产袁 有效保护区

域品牌免受野搭便车冶行为的侵害遥 龙头企业发挥

引领带头作用袁 向合作社展示规范的治理结构和

现代化的生产营销手段袁引领合作社实现生产尧管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 总得分 平均得分

野政府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模式 289 4.82
野政府主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模式 251 4.18

野行业协会引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模式 193 3.22
野行业协会引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模式 167 2.78

野市场主导袁依托地理标志袁合作社推进冶模式 136 2.27
野市场主导袁龙头企业推进袁合作社参与冶模式 11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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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尧销售等环节的不断完善袁同时向农户示范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高质量的农产品袁 引领广大农户实

现农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袁 使品牌真正成为农产

品品质的象征袁通过品质赢得市场竞争力袁实现更

多农户的增收脱贫遥
第四袁 广大农户积极参与到农产品区域品牌

建设过程中袁 在政府和合作社的监督与协调下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袁 向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学习先进

的生产销售经验袁种植更多优质绿色的农产品袁迎
合消费者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遥 坚决杜绝以劣充

优和使用膨大剂等行为袁 保护区域品牌免受负面

影响袁 有实力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开设网上销售店

铺袁通过电子商务等手段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袁不
断提高市场占有率遥 各类主体共同打造区域特色

优势农产品袁 依托区域品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在

质的层面的深度推进袁 最终实现我国农产品市场

的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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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bran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affected by some problems, for instance, farmers cause damage
to brand images and quality products are underpriced. Using ordered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construction on the regional bran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igher equity ratio of the cooperative council,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and major shareholders,
bigger board of supervisors, more finance disclosures each year,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of directors is conducive to
regional brand value, thereby helping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erms of quality. Further analysis with the Delphi
method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led, geography-based, and cooperative-promoted regional brand building mode is
more suitable for vast rural areas in china. This mode advocates the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promote brand value.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brand building through policies and funds, and realizes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through strict us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armers promote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operatives.

Key words: farmers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ural revitalizati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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