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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能力评价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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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基于蒂蒙斯 ! 克里斯蒂安创业过程等相关理论及文献 ! 结合浙江省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相关数据 ! 构建了农
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并将农民创业分为农产品生产为主 % 农产品加工为主 % 农产品销售为主和其他等 5 种
类型 ! 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民创业者创业能力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原因 & 结果表明 $ 由于农民社会网络 % 知识体系以
及思想观念等局限 ! 农民创业能力总体偏低 ! 得分最高的是资源整合能力 % 最低的是机会识别能力 ! 而创业能力
可以通过系统教育 % 学习 % 交流等形式加以培养和提升 ! 但对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能力提升在内容和方法上要有差
异性 ! 特别是得分较低的能力要针对性的培养 ! 以提升农民创业整体能力 & 本研究完善了农民创业能力评价理论
基础 ! 为政府及农民自身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创业者提升其创业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表 ! 参 !%
关键词 ! 农民创业能力 ' 评价指标 ' 创业类型 ' 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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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就是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并投入或整合相关要素" 建立新事业或扩大原有事业以实现财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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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加的过程! 它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之一! 而创业是一种思考" 推理和行为过程! 要求
创业者具备相应的创业能力! 创业能力又影响了创业绩效" 创业获得感等 #&$% 所以农民创业的核心和内
在动力就是农民创业能力提升! 创业能力提升的前提就是对其认知和评价% 如何评价农民创业能力& 不
同类型农民创业者其创业能力有何差异& 解决这些问题对农民创业能力提升" 促进农民创业实现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农民创业既有与其他群体创业的共同性! 如利用创业机会" 获取创业资源等! 也
有其特殊性! 如规模较小" 起点较低" 依托于土地或家乡社会网络等% 因此对其评价不能照搬一般创业
者的研究结论! 应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 针对农民创业群体做深入调研! 获取一手资料! 提炼评价指
标% 所以本研究一方面以蒂蒙斯 " 克里斯蒂安创业过程理论为依据! 并参照相关学者观点! 从创业过程
视角! 用自我评估方法评价农民创业能力 #!'($' 另一方面! 从农民创业者深度访谈入手! 从农民创业者
自身感受和自我评价中提炼指标体系! 再通过实证检验指标的效度和信度% 调研中发现! 农民创业能力
与其创业类别往往存在相关性! 本研究进一步将农民创业分为农产品生产为主" 农产品加工为主" 农
产品销售为主和其他(各类服务业)等 ) 种类别(以下简称生产为主" 加工为主" 销售为主和其他)! 并比
较不同创业类别农民其创业能力之差异! 为提升农民创业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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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能力评价理论构建
创业能力
创业能力是比较复杂和模糊的概念! 要准确界定其内涵比较困难% 目前对创业能力内涵的界定主要

有 ! 个派别* 一是侧重创业者特质! 认为个人特质是创业能力的核心要素! 包括先天的性格" 价值取
向" 风险偏好 #)'*$和后天学习得来的知识和经验等 #+',$' 另一个则侧重创业过程! 认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
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担当和任务实现 #-'#%$% 创业能力应同时具备 ( 个特点* 个体差异性" 行为的情境适
应性和企业绩效的衡量准则 ###$! 根据该观点! 基于过程的创业能力内涵基本符合这 ( 个特点! 因此得到
多数学者的认可! 而基于个体特质的创业能力很难同时具备这 ( 个特点! 因此认可度较低! 往往被称为
创业者素养或创业能力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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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能力评价
由于创业能力内涵较难清晰界定! 因此对其评价也比较困难! 目前较多的是采用自我效能或自我评

估的评价方法 ##!$% 自我效能就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承担创业角色" 完成创业活动的信念程度! 该评价方
法的代表人物是 ./01 等 #&($和 23 14560 等 ##)$! 他们分别构建了五维和六维的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机会
开发" 组织管理" 创新" 风险承受" 机会识别" 关系等能力' 而自我评估则是个体评估自己完成创业行
为的能力状况! 该评价方法构建了包括机会" 概念性" 政策性" 技术性" 人力" 组织" 关系" 战略" 承
诺等能力评价指标! 该方法基于已经创业的创业者! 分析创业能力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 ##*'#+$% 有学者在

781 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二阶(机会识别与开发" 运营管理)六维度(机会识别" 机会开发" 组织管理"
战略" 关系和承诺等能力)的创业能力概念模型 ##%$% 另外! 部分学者从机会视角和资源视角评价创业能
力! 机会视角的研究者提出了创业能力的 ( 个关键评价指标* 机会识别" 资源和合法性的获取 #!'($! 而
资源视角的研究者则提出资源的获取" 转化" 整合" 利用等创业能力评价指标 ##+$% 单独从某一视角评价
创业能力往往难以全面涵盖能力范畴! 因此不能构成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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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能力评价

在农民创业能力及其评价研究方面! 大多学者都是参照国外 经典的评 价理论和方 法! 如借用 9:;
78.<0 和 93=:>?@ 78A<60B 的评价指标! 分别用创新性" 合作性" 坚韧性等 ( 个因子评价创业者的
基本能力素质 #&,$! 但该研究的样本是一般农民而不只是农民创业者! 研究结论难以作为农民创业者的评
价标准% 或在 93=:>?@ 78A<60B 指标基础上! 研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有学者以
固定店面创业为研究对象! 评价农民异地创业能力! 得出创新性" 合作性" 坚韧性等 ( 个评价因子% 也
有从政府关系" 社会关系" 管理" 战略" 创新" 资源整合" 学习" 操作和机会等 $ 个方面评价了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能力! 并探讨了不同类别合作社理事长能力的差异及其原因 #&$$%
学者们在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以往研究都从既有评
价指标体系出发再实证检验! 缺乏对农民创业者的观察和访谈! 并未从其经历和感受中归纳总结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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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评价指标体系尚未统一! 研究对象大都针对特定农民创业者群体! 如返乡农民工" 合作社社长
等! 难以指导一般性农民创业者#开始创业时户籍在农村$的能力评价! 而不同类型农民创业者其创业能
力差异也未揭晓%
在经典的创业理论模型里! 蒂蒙斯和克里斯蒂安都重视创业者的功能! 认为创业管理的核心议题是
如何发展创业者的能力以及创业能力可以由系统性的创业实践以及创业教育等方式加以培养! 适合作为
农民创业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而在研究方法上! 由于没有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 只能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并直接从农民创业者自身感受中提取相关概念和范畴! 并运用扎根分析方
法!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因此本研究基于蒂蒙斯和克里斯蒂安的创业过程理论及相关文献成果! 选择了

#$ 位农民创业者'每种创业类型选择 % 位农民创业者$( 相关政府官员和学者各 # 位! 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 并运用扎根方法分析访谈结果! 初步提出农民创业能力包括机会识别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心理承
受能力以及运营管理能力等 & 个因子&

! 机会识别能力& 如何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是创业活动的起点! 也是创业过程的关键环节 )'!#$*% 机
会能力包括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 )(&*! 机会识别能力就是创业者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认
识能力% 如感知( 识别和评估市场机会 )#(*+ 做创新性的项目等% 故本研究结合实地访谈资料! 提出机会
识别能力测量语句包括, 能感知市场中没被满足的需要 )#(*+ 能通过调查( 培训( 向同行学习等手段识别
和评估市场机会#访谈结果$+ 大胆做别人没做过的项目% " 资源整合能力% 创业机会识别后就是开发该
创业机会的过程! 即获取并运用相关资源创办组织的过程% 创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资
源等% 资源整合能力主要指创业者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通过亲戚朋友( 社会网络等获取创业所
需资源( 并将各类资源用到合适的位置 )()!#(*等% 本 研究结合访 谈资料! 提出 资源整合 能力测量语 句包
括, 能感知构建公司所需资源#访谈结果$+ 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所需物质资源 )()*+ 能顺利筹集公司所
需资金 )#(*+ 能顺利招募公司所需人才#访谈结果$+ 能将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用到合适的位置 )#(*% # 运营管
理能力% 当公司创办成功后! 就需要运作公司! 也就是通过资源的合理调配( 内外部的沟通与协作等有
效管理实现公司既定目标! 以确保新企业持续增长% 运营管理能力往往包括组织能力( 战略能力( 关系
能力和承诺能力 & 个维度 )(%*% 由于农民创业者新创公司往往规模较小! 经营范围单一! 经营环节及人员
较少等! 所以对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的要求往往较低! 因此本研究将简化这 # 个能力的测量% 而承诺能
力基本属于心理承受能力! 部分学者将该能力单独出来 )##*% 经营管理能力主要是制订规章制度( 经营思
路和目标等+ 并妥善协调各类关系以实现目标 )(%!(**% 基于此! 本研究结合访谈资料! 提出运营管理能力
测量语句包括, 能制订合适的公司规章制度#访谈结果$+ 能领导和激励员工达成目标 )(**+ 能根据实际调
整公司目标和经营思路 )(%*+ 与供应商( 经销商等上下游合作关系稳定+ 能开拓市场( 把产品或服务及时
卖出去#访谈结果$+ 能与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好关系% $ 心理承受能力% 由于创业能力具有心理和技能等
多方面要素特征! 很难单独从一个层面完全解释清楚! 而基于个人素质的视角通常将创业能力界定为 !
类主要品质, 创新性( 合作性( 坚韧性% 本研究界定的机会识别能力中就包含有创新性因子! 而资源整
合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中包含有合作性因子! 因此个人素质视角和过程视角对创业能力的界定方法是相
互交叉的% 由于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 受访者提到挫折承受能力的频次较高! 加上部分学者也把该能力
单独出来 )##*! 且该能力包含有坚韧性因子! 如忍耐力( 信心! 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勇气等% 因此! 本研究
提出心理承受能力测量语句包括, 有忍耐力! 做人能屈能伸+ 创业过程遇到重大挫折有坚持下去的信
心+ 能从创业挫折或失败总结经验教训#访谈结果$+ 能独立推进自己的事业#访谈结果$+ 如果失败了能
从头再来%

#

数据与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 本研究初步提出 (* 个题项的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制作初步调查问卷!

并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其中 ( 表示完全不同意! % 表示完全同意% 由于该问卷题项间有可能存在
相关性! 需要测试并修正量表内容! 并采用 -题项删除后的 + 值.

-共同性/ 以及 -因素负荷量. 等 !

个指标测试% 考虑到样本选择的经济性和可行性! 本研究在浙江省预调查! 共计发放问卷 #,% 份! 有效
问卷 ()" 份!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并修正了量表内容! 最终保留了 (" 个题项的量表'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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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问卷调查仍然在浙江省进行! 样本选择一方面根据农民创业活跃程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
素选择杭州" 嘉兴" 台州" 丽水和衢州共 & 个地区! 每个地区选择 '() 个县#市" 区$! 每个县抽取农民
创业者 !%('% 位#每种类型农民创业者 &(* 位$% 另一方面要兼顾 ) 种创业类型! 每种类型调查约 +"" 位
创业者& 调查人员由研究小组成员和部分研究生组成! 调查前都进行了相关培训! 充分掌握本次调查目
的' 内容和注意事项! 每个调查人员每次负责 &(* 位调查对象(同一个县(市' 区$' 同一类型的所有农
民创业者$& 委托浙江农民大学与当地政府或协会取得联系! 并通过他们将被调查对象集中到一起! 现
场讲解' 现场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 历时 , 个月! 共计 )'! 位农民创业者接受调查并填写问卷! 回收

'$* 份! 其中有效问卷 !$-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和量表里所有选项都填写同一个答案的问卷! 保
留答案完全相同的问卷的其中一份等$&
为检验保留的测量项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采取 ./0 与 12345644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为 ./0 值

"7,*%! 而 12345644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 # -$%7))*! 自由度 #!%! 达到 %7%& 显著水平! 所以拒绝变量间净相
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 即总体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适合将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 故本研究采取该方法对量表里

#- 个测量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 萃取共同因素& 根据 .89:;< 的观点! 取特征值 !# 的因素作为最后
的共同因素! 所以本研究保留了前 ) 个因素作为共同因素(其特征值分别是 -7---! !7')$! #7$-&! #7&!)!
累积方差贡献率 *,7#))= $& 因素 + 包含能制订合适的公司规章制度' 能领导和激励员工达成目标等 &
个题项! 都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有关! 故命名为 )运营管理能力*% 因素 ! 包含能感知构建公司所需资
源' 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所需物质资源等 ) 个题项! 都与企业经营所需资源有关! 故命名为 )资源整
合能力*% 因素 ' 包含有忍耐力! 做人能屈能伸' 创业过程遇到重大挫折有坚持下去的信心等 ) 个题项!
都与创业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 故命名为 )心理承受能力*% 因素 ) 包含能感知市场中没被满足的需要'
大胆做别人没做过的项目等 ' 个题项! 都与创业机会有关! 故命名为 )机会识别能力*&

'
!"#

农民创业能力评价与比较
创业能力类别
各题项得分' 各因素得分均值以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的 ) 项共同因素结果如表 + 所示& 农民往

往基于创业环境和个人经验等因素决定是否创业! 创业规模较小! 资源需求较少! 整合相对比较容易!
也便于管理! 所以资源整合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分相对较高& 同样由于农民往往通过观察创业榜样!
积累创业知识和技能! 产生模仿创业的羊群效应! 较少发掘新的市场机会创业! 所以机会识别能力得分
较低& 心理承受能力得分比较适中说明农民创业者有一定的风险承受力& 调研中发现! 受先天心理素质
和后天实践的影响! 一方面农民创业起步较低' 实力有限! 难以应对大的风险和波折! 另一方面! 当地
政府对农民创业有一定的补贴和政策优惠! 使其风险能力得以提升&

!"$

创业能力组别差异
在差异性分析之前! 先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 检验各因子的同质性! 以判断各因子在不同创业类别

农民中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方差同质性检验 >6?6@6 统计量 !＞#& ! "A%7%%%＜%7%& ! 达
到显著水平! 说明各类别样本在这些因子上都存在差异性& 在方差分析检验 ! 值达到显著后! 本研究采
取实在显著差异法(BCD6E ,F GH@6F45E FIJ@IKIL2@4 MIKK636@L6 ! 简称 N:O 法! 该方法能避免 :LG6KK6 法可能造
成的整体检验显著而事后比较不显著的问题$检验不同类别创业农民在这 ) 类能力因素上的差异& 从表
! 看出+ 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者在各类创业能力上存在差异+ 其中 )运营管理能力* 得分方面! 加工为主
类别最高! 生产为主类别最低%

)资源整合能力* 得分方面! 销售为主类别最高! 生产为主类别最低%

)机会识别能力* 得分方面! 其他类别最高! 销售为主类别最低%

)心理承受能力* 得分方面! 生产为

主和其他类别明显高于加工为主和销售为主类别& 主要是由于加工为主企业规模相对较大! 人财物等资
源较多! 更需要计划' 组织' 控制' 协调等经营管理能力! 以实现资源的高效率运行! 故其 )运营管理
能力* 得分较高! 相反生产为主企业规模较小! 故该项得分较低& 销售为主的农民创业者需要直接面向
市场! 面对客户! 如何建立渠道' 处理好与上下游的关系是这类创业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故其 )资源
整合能力* 得分较高! 而生产为主创业者往往立足自身资源创业! 故该项得分较低& 其他类别创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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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旋转成分矩阵

)*+$+', -*./*0'0+ .$+123 $%*4+ '5$&4$+2*0 6$1.'1 !7 '0+1'/1'0'412$& $%2&2+8

测量语句

得分

均值

因素 ( 经营

因素 9 资源

因素 ! 心理

因素 : 机会

管理能力

整合能力

承受能力

识别能力

能制订合适的公司规章制度

!;9(

<;=>(

<;<?(

<;(:"

"<;<9?

能领导和激励员工达成目标

!;(9

<;=:=

<;(@=

<;(@<

<;<9!

能根据实际调整公司目标和经营思路

!;9:

<;=::

<;((9

<;9"@

<;<=!

!;(?"

与供应商" 经销商等上下游合作关系稳定

!;<=

<;=:!

<;9=>

<;(?>

<;<"@

能与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好关系

!;!!

<;>"?

<;9?"

<;(=<

<;(=!

能感知构建公司所需资源

!;!9

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所需物质资源

!;9=

!;9"9

<;9(9

<;==:

<;<=(

"<;<<"

<;(@<

<;=>@

<;(>(

"<;<<(

能顺利筹集公司所需资金

!;9(

<;99>

<;=:(

<;9<?

<;<:>

能将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用到合适的位置

!;9:

<;(>!

<;>?=

<;9:=

<;(?:

有忍耐力# 做人能屈能伸

9;@"

创业过程遇到重大挫折有坚持下去的信心

9;":

9;="=

<;<@9

<;9!<

<;=!=

<;<@>

<;(?9

<;<=!

<;=9"

<;<(9

能独立推进自己的事业

9;=!

<;!:!

<;9:9

<;>@"

<;<="

如果失败了能从头再来

!;::

<;:(9

<;(=9

<;">(

<;<@?

能感知市场中没被满足的需要

9;@!

能通过调查" 培训" 向同行学习等手段识别市场机会 9;@9

9;@!!

9;@@

大胆做别人没做过的项目

<;<?(

<;<9?

<;<">

<;?<(

<;<9>

<;<!:

<;<<!

<;?<<

<;<""

<;<?:

<;<>=

<;==:

说明$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为具有 ABCDE)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旋转在 @ 次迭代后收敛

是农产品以外的创业项目和内容# 不拘泥于现有资源和形式#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故其 &机会识别能
力' 得分较高( 而销售为主群体其销售的产品往往是当地特色农产品# 也就是其市场机会往往依存于上
游的供给# 且其销售渠道相对固定# 所以其 &机会识别能力' 相对较弱) 另外# 生产为主和其他类创业
群体往往基于土地" 人力等自身拥有的资源创业# 组织规模较小# 资金较少# 所以即便有风险也是在自
身条件范围内的风险# 加上这类创业往往享有政府的补贴# 故其心理承受能力得分较高) 而加工为主和
销售为主类别创业群体往往投资规模较大# 经营范围更广# 发生风险往往难以接受# 故心理承受力相
对较弱)
表"
#$%&' 9

创业能力的类别比较

F*./$127*0 *6 '0+1'/1'0'412$& $%2&2+8 -$+'G*12'7

得分均值

生产为主*种植+ 养殖等,*!H=< ,

加工为主*!H"= ,

销售为主*!H>9 ,

其他*!H>" ,

显著性

运营管理能力

"<;>>" @"! "

(;(?9 =(( :

"<;"9= ?=> (

<;!>( :<! <

<;<<<

资源整合能力

"<;?(: <?9 <

"<;>!? (@" =

(;<@< 9<? <

<;:"? ?@? >

<;<<<

机会识别能力

"<;!:= =(? @

"<;(?? ">9 "

"<;@<= <>< !

(;<"9 9=: =

<;<<<

心理承受能力

<;=@@ 9": @

"<;="@ !>> :

"<;":: 9!: :

<;@?> ("9 (

<;<<<

说明$ ! 表示样本量

:

结论与启示
从创业能力各因子得分均值看) 得分最高的是资源整合能力# 为 !;9"9 分# 经营管理能力得分也较

高# 为 !;(?" 分# 而得分最低的是机会识别能力# 为 9;@!! 分# 心理承受能力得分 比较适中# 为 9;="=
分) 结合访谈数据# 本研究认为$ 一方面# 农民创业能力得分均值总体偏低# 而创业能力可以通过系统
教育加以培养和提升 -(.# 未来农业更趋产业链一体化综合经营# 需要综合能力强的农民创业者) 所以要
提升农民创业能力# 还需提升农民个人综合能力 -9!.) 但由于农民社会网络+ 知识体系等局限# 部分农民
创业者思想观念落后# 往往有靠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决定而不是自身能力提升的思想) 从调研结果看#
发展好的农民创业者往往自身能力较高# 如有某方面的专长和经验+ 学习能力较强+ 社交广泛等) 所以
农民要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提升创业能力的总体水平) 另一方面# 农民不同于产业工人# 没有可以完全
依托的组织提升其创业能力# 但可以创新培育模式和机制如让农民接受职业化教育+ 专业教育# 并通过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信息平台支持! 补贴和税收优惠! 培训机制建设! 交流机制建设等提升农民创业能力如通过社会网络的
交流学习和指导学习提升创业能力" 浙江农民大学采取 #省级农民大学" 市级农民学院 " 县级农民学校$
的三级培养模式% 并建立相应的补贴! 考核! 交流等机制% 系统化提升农民素质和能力"
从创业能力类别差异看% 由于浙江省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者在各类创业能力得分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对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能力提升也要体现差异性% 不能一个模式! 相同内容和方法等% 以满足不同类
别创业农民的能力提升需求" 从浙江省农民创业者培训班的反馈效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样的培训课
程% 不同学员其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于刚开始创业! 规模不大的农民创业者% 需要的是基本创业知识和
技能等内容% 而对于有一定年限和规模的农民创业者来说% 更多需要的是公司治理! 品牌管理! 资本运
作等方面的内容" 因此% 只有做到差异化管理% 才能提升培育效果"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民创业者为样本% 系统分析了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及不同创业类别农民创业能
力之差异% 可为提升农民创业能力提供理论基础% 也为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能力评价及培育研究提供理论
支持" 然而% 由于样本选择等方面的限制% 本研究尚存在待完善之处& 一方面% 本研究将农民创业能力
分成 & 个维度 #' 个变量% 未来可适当调整维度和变量以完善农民创业能力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 本研
究只是在浙江省选择样本% 未来可选择更大范围的样本以增加其代表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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