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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和总结国外合作社理论研究的成果。首先综述20
世纪40年代以前的合作社理论观点;然后论述20世纪4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

沿着纵向一体化、厂商、厂商联盟及其拓展三条主线分析合作社理论的主要研

究成果;最后对合作社理论的发展进行述评。

  关键词 合作社理论 厂商 契约集

  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及理论可谓源远流长,学派纷呈,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

义到现代合作经济理论均对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

阐述。

一、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合作社理论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作思想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

BC427-BC347)的《理想国》对理想社会的描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则对未来理想社会从富有天才想象力的文学描述转向理论上的探索和论证,
其代表人物有 ThomasMore(1478-1535),TommasoCompanelle(1566-
1639)等。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分别设想了

“实业制度”、“和谐社会”和“合作公社”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空想社会

主义蕴含着丰富的合作思想,将其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幻想通过合

作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合作理论主要从其所有制属性和怎样建立合作

社两个方面展开的。认为合作社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也可以包

容不同的产权制度,合作社并不等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他们还提出通过不

同合作社形式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基督教社会主义学派试图将合作思想与基督教相结合。他们认为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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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互相帮助、人人友爱”与基督教的精神相吻合,代表人物有 WilliamKing
(1786-1865),PhilippeBuchez(1769-1865),LouisBlanc(1811-1882),

HermanrSchulze-Delitzch(1808-1883)等。

  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合作社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

组成部分,合作经济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进化因素,这种思潮被称为“进化

派”①,成为西方国家合作社研究发展的方向。代表人物有萨皮罗(AronSapi-
ro,1947),诺斯(EdwinG.Nourse,1948)等。萨皮罗提出合法垄断说,主张合

作社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建立中央集中控制的合作社体制;诺斯提出竞争尺

度说,把合作社看作是一把衡量竞争效率的尺度,反对农业垄断,主张通过建立

合作社来加强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在萨皮罗和诺斯之后几年,学者们对合作社

的研究开始从寻求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转向对合作社内部问题的深入剖析。

二、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合作社理论

  一般认为,关于合作社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大致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经济学家应用新古典

经济学方法沿三条主线分析合作社:(1)作为纵向或垂直一体化;(2)作为一个

企业或厂商;(3)作为通过集体或联合行动联结起来的厂商之间的联合(联
盟)。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学家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

究合作社问题。

  1.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把合作社作为纵向或垂直一体化的代表人物②有Phillips(1953),Robot-
ka(1957)等。Robotka(1957)建立了垂直一体化框架,认为合作社是一种经

济现象,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不完全的经济联合,是业务的联合而不是人的

联合。因此,合作社是一种纵向一体化形式,其内部是委托-代理关系,社员

对合作社的贡献,在合作社中的投票权以及从合作社返还的收益都与惠顾比

例一致。

  把合作社作为一个企业或厂商是Emelianoff(1942)和Enke(1945)在研

究消费合作社时提出的。他们把经典厂商理论应用于合作组织,推出如果合

①

②

与历史上强调合作社的社会目标的“社会主义学派”相区别。社会主义学派将合作社视为对
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类特定经济组织形态。由于该学派重视社会整体变
革的宏大政治目标,对社员微观经济效益的直接重视不够,以此理论设立的合作组织不仅得不到统治
者的支持,而且对社员自身也缺乏吸引力,最终无法成为有生命力的社会经济制度。相比之下,实用主
义的进化学派的思想理论在社员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管理,注重于改善社员的生活和经济条
件,使合作社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并且获得重大的发展。

最早提出垂直一体化概念的是美国的约翰·布莱克(JohnD.Black,1924)。详文见张晓山.
创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现代农业[J].经济纵横,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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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使合作社生产者剩余和成员消费者剩余最大化,那么合作社成员和社会

福利都将被最大化,并首次提出合作社“决策者”①概念。随后,Helmberger
& Hoos(1962)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合作社模型,结果表明:(1)
合作社可以通过限制合作社成员数量来增强现有成员的潜在激励;(2)在收益

递减的情况下,如果管理者试图通过吸收新成员来扩大业务,将会减少已有成

员的收入。而 Ward(1958),Domr(1966),Sexton(1966),Putterman(1980)等
人利用新古典的经济学方法来探讨合作组织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这些研究

试图说明,至少从长期来说,资源的配置在合作社里是可以实现其静态效率

的,对成员的劳动激励可能会达到市场雇用条件下的水平。

  但是,Alchain&Demesetz(1972)研究发现,对于合作组织而言,实现上

述激励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条件并不容易满足,因此对劳动的衡量是不完全的,
于是他们发展了关于合作组织变迁的理论。后来,Holmstrom(1982)通过构

建一个简单的团队生产模型,讨论了平均分配条件下合作组织的效率问题。
结果表明,在一个封闭的,即预算平衡的合作组织内,搭便车可能导致诸如劳

动力等生产性投入的供给不足。无论是 Meade(1972),Alchain&Demesetz
(1972),还是Holmstrom(1982),他们的研究都将合作社生产的低效率归咎

于团队内部在收入分配上采取的分享或平均主义原则,而这又被认为是公平

和公正的体现。因此,一些学者便从非经济因素来解释合作社的内部激励结

构及其性质,Domr(1966),Putterman(1980)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而 Ma-
clend(1988)通过构建模型论证了平均分配原则可以和效率相容。

  把合作社作为通过集体或联合行动联结起来的厂商之间的联合(联盟)的
代表人物有Condon(1987),Vitaliano,Eugene& MichaelJensen(1983)等。
他们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证明财产权的控制与合作社组织间的关系。Vi-
taliano(1983)认为合作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其剩余索取权被限定在合作社合

约框架下的提供惠顾的代理群体中,不仅不能开放的交易,而且成员们对合作

企业没有独立所有权,只拥有大致相同份额的货币价值的求赎权。同时,由于

合作组织成员无法以市场价格卖出股份,其时间预期被降低。

  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

应用,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这些方法理论研究合作社问题。Axelord(1981)研究

表明,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行为频繁出现。Kreps,Milgrom,Roberts&
Wilson(1982)的声望模型证明合作行为在有限次博弈中会出现。到了90年

代,合作社的理论研究有了更快的进展。JoelMGuttman(1992)认为,在合作

社内部,工人的报酬不仅仅是其投入的函数。比如,在以色列的Kibbutz内,

① 类似于现代企业中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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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在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无论其成员对集体的贡献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当工人的收入与其贡献无关时,为什么他们还自愿

合作为集体的产出贡献力量?Guttman通过采用对策性匹配博弈发展了两种

排除这些非合作结果的方法,给自愿合作以更有力的解释。Eschenburg,Rolf
(1992a,1992b)则认为合作社对市场的代替并不是取消了市场,而是外部市

场内部化,即“合作社内部市场”。

三、当代合作社理论的新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合作社的理论研究有了更快的进展,以新制度经济

学为主的大量新方法、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

论等)用于研究合作社,对前期理论进行拓展。

  1.合作社作为厂商或企业的拓展

  一些学者围绕合作社是追求单一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独立厂商的假定,改
进了前期的研究。

  Sexton(1990)利用新古典理论构建了一个描述农业营销产业空间竞争的

模型,比较了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模式下加工企业价格范围,得到了合作

社加工者在买方寡头垄断市场中的价格———产出均衡,并阐明了在这种市场

中开放成员资格的合作社可以促进竞争。

  Feinerman&Falkovitz(1991)从另外一个视角,用新古典理论构造了一

个生产和消费服务皆由合作社提供,且社员的生产决策与消费行为同时被确

定的模型。在确定具有代表性社员的效用函数情况下,该类型合作社的目标

即最大化社员的总福利,日本的山岸主义社会实显地(通称山岸会)即为此类

型合作社的代表。实质是国外集体所有制经济并实行按需分配的一种新颖独

特组织和发展模式,并非通常意义的合作所有制经济,采用的是农事组合法人

形式。社员共同劳动,完全共产,没有监督,一切财产不属于个人,彻底废除私

有制,实现人人幸福。Royer&Bhuyan(1995)利用新古典理论分析了投资者

导向型企业和农业营销合作社,通过一体化整合进入下游加工阶段的激励和

影响。他们对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激励的市场力量的解释,完善了交易成本和

不完全合约方法。

  Albck&Schultz(1998)运用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来发展Cournot双寡

头垄断市场上合作社和Sexton模型,得出合作社将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然

而,这些结果仅在他们的假定范围内适用。

  2.合作社作为厂商之间联盟的拓展

  一些学者把合作社看作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群体的联合,从而形成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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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sman(1992)利用契约理论构建描述合作社企业制定集体抉择规则和

内部法规的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合作社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

及议价成本控制等条件下,如何选择和制定其内部法规与集体抉择规则,进一

步解释了合作社面临异质性成员群体时如何设计集体选择规则。西班牙的蒙

德拉贡(MCC)即是该类合作社的典型。它实行“合作社原则与市场经济相统

一”,合作公司以契约的方式连接起来,提供了不同层次合作关系的进入和退

出的权力,成员有权获取与经营有关的信息,分配是建立在平等、稳定的基础

上,集体利益优先,确保合作社和集体的发展;个人的目标与合作社的目标相

一致,合作社的目标与其社会角色相一致。随后Zusman&Rausser(1994)采
取合约研究方法构建一个在集体行动组织中不同参加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

模型,把集体行动组织视为n+1个人的模型,推出合作社回应社会力量和不

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方案。

  Fulton&Vercammen(1995)利用新古典理论构建非一致性定价计划的

模型,使用这种定价计划的合作社可以减小因实行平均成本定价所导致的经

济无效率,还推导出了在社员异质性的情况下,采用简单非一致性定价计划可

能的稳定均衡状态及分配效应。根据推导的结论,合作社应该采用非一致性

定价计划。

  Vercammen、Fulton& Hyde(1996)利用标准新古典理论构建营销性合

作社非线性定价模型。该模型推导出营销性合作社在会费定价上受社员异质

性和信息不对称影响且社员剩余最大化的情形下,应该选择何种定规计划。该

模型进一步加深学界对于农业合作社非一致性定价计划影响力的理解,阐明了

非一致性定价计划是如何缓解因一致性定价规则所致的经济无效,但作者在分

析过程中低估了不同管理结构和投票方法对于定价规则选择结果的影响力。

  Hendrikse(1998)构建投资决策的博弈论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组织形式

(合作社还是投资者导向型企业)的选择为关键战略变量。该模型推导出在何

种条件下,合作社能成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并指明在何种条件下合作社和投

资者导向型企业可以在一种可持续均衡状态下共存。同时该模型还推导出合

作社和投资者导向型企业各自在决策过程中接受或拒绝一项好的或坏的项目

的可能性,这一点使其比先前的理论工作更具有创造性。

  Karantininis&Zago(2001)构建一个博弈理论模型,以研究内生性社员

制度和异质性对于社员及合作社行为的影响。作者推导出在双寡头垄断市场

下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条件、合作社最优的社员规模,以及社员异质性对于最优

社员规模的影响,得出与封闭成员资格的合作社相比,开放成员资格的合作社

可能不占有优势。

  3.合作社作为契约集或合约集———合作社股东之间交易关系的拓展

  在20世纪90年代,将合作社视为合同契约受到了学界的注意,该理论认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24辑 国外合作社理论研究综述 177  

为合作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契约性的,实际上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全合约基础上的松散结合,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其契约

性。相比较80年代中的理论模型,90年代早期的学者构想了许多更为复杂

的框架,但未涌现新的理论。同时期,以契约性为出发点的实践研究也逐渐兴

起,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有关契约联结的正式理论才开始出现。

  Eilers& Hanf(1999)利用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农业合作社中最优契

约设计这一问题。作者引发了针对合作社控制和组织设计中的一个问题的启

发性讨论,即农业营销型合作社中“谁为委托人、谁为代理人”,其结论表明,委
托-代理理论是分析合作社激励问题的一项有用的工具。

  Hendrikse&Veerman(2001a)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产权形式阐释了

对于农业营销型合作社而言,何种治理形式能最大程度上获取投资利润。随

后Hendrikse&Veerman(2001b)运用另外一种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交易

成本理论来研究农业营销型合作社中投资限制和控制限制之间的关系,清晰

地解释了交易成本理论、治理结构概念和财政理论,并阐明了这些理论在农业

合作社中的运用。

  Hendrikse&Bijman(2002)探讨生产者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运用产权

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在多层级网链结构中,产权结构对于投资的影响。推导

出在何种市场和激励结构下,生产者通过自投资进行下游产业融合可以带来

更多收益;运用博弈理论模型,推导出不同投资情况下最优的产权结构。

  David,W.K.,Leon,A.,Markus,C.L.(2007)克服静态合作博弈的参

与者能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假定,从动态博弈①的视角,讨论了时间不间断

的决定性动态环境下合作博弈和成功的合作社联盟所取得的动态平稳,达到

多赢的帕累托最优局面。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外,还有合作社发展周期论。如Cook(1995)把合作社

的发展周期分为五个阶段。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

织本身就必须进行组织创新和结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因为如

此,“新一代合作社”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如Fulton(2000)指出“新一

代合作社”既是适应现代农业变化的一个调整,也是对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

缺陷进行的创新和改革。

四、结论及简要评价

  由于合作社的发源地为欧洲和北美,因此,合作社的理论研究在这些国家

① 在博弈论的研究和应用范畴中,动态微分博弈是最艰难而成果极大的分支,它研究的是随时间
而转变的决策互动,动态博弈的困难在于,在前一刻最优的决策在下一刻可能不再为最优,因此在求解上
发生很大的困难。可以说,如何解决随机动态环境下的合作问题是博弈论应用和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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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也相对领先。通过对国外合作社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得到以下

几点结论:(1)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合作社最先与农场结合,并在农业营销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换,合作社逐渐出现在其他领域

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合作社理论研究早已从阐述存在的必要性

转向合作社组织制度研究,涉及成员利益的异质性、激励与约束规则的设计、
治理结构的选择、管理者(作为代理人)的行为等方面。(3)近十几年研究的核

心是合作社绩效或效率。而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表明合作社通常被认为是低效

率的,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提供确切的解释和公认的结论,同时实证的结

果也没有证明合作社普遍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效率低。因此,对于合作社绩效

或效率,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毋庸置疑,“新一代合作社”被认为是合作社制度在当前条件下创新的典

范。但“新一代合作社”是否效率最高? 制度安排上有无改进? 已成为摆在经

济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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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manufacturersandvendors)andtheirextendedanalysison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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