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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异质性及机制分析

丁宇刚　孙祁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开放与资产管理研究中心／金融学院，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科学评估气候风险的经济影响是管理气候风险的第一步。本文利用气象站数据和各

地区农业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气候风险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该影响的异

质性和相关机制。结果显示，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要显著慢于其它地区，且该结果

在多种模型设定下以及不同衡量变量下都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对同一地理区域

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更加显著；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

的影响则较小，说明农业保险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负

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从农业投入和产出关系来看，气候风险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产出，而非通

过影响投入再作用于产出；从气候风险和自然灾害关系来看，气候风险会通过增加自然灾害严重

程度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会直接对农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本文研究为管理气

候风险、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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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民以食为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

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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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的现代化。

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最

为直接和显著的。特别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气候风险持续上升?，气候风险的

经济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关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特别是气候风

险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只有明确了影响的异质性和机制，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气候风险，为我国

健全气候风险评估及应对机制、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提供参考。

现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析了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微观层面的文献研

究了气候风险对农户和农业相关企业的影响（周曙东和朱红根，２０１０；侯玲玲等，２０１６；
Ｗｅｌ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对地区农业经济产出的
影响（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这些研究普遍发现，气候风险会对农业经济
发展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另外，现有研究从收入和气温水平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该影

响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较低或者气温较高地区（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ＫａｌｋｕｈｌａｎｄＷｅｎｚ，２０２０）。关于气候风险对经济影响的机制研究，现有文献只是把机制
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单独分析，而未将经济变量、机制变量和气候风险变量放入统一框

架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比如，有研究发现气候风险会增强自然灾害的频率和损失

（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也有研究发现自然灾害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显著负面影响（Ｃａｖａｌｌ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区分气候风险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增强自然灾害
再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气象站数据和地区经济数据，研究了气候风险对我国

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该影响的异质性和机制。首先，气候风险会显著降低

农业经济产出增速：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平均每年要比其它地区低约

１０５个百分点。其次，气候风险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更大，对农业保险保障
水平较高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影响较小。这说明农业保险可以通过风险转移和

损失补偿功能，降低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而突出了金融产品在应对气候风

险中的重要性。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有效降低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不利影

响。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气候风险是

直接作用于农业产出的，而不是通过影响农业投入再作用于产出的；从气候风险和自然灾

害的关系来看，气候风险会通过增加自然灾害严重程度来影响农业经济，同时也会直接对

农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关于气候风险对经济影响，以及自

? 从１９００年到２０２０年，全球相对平均气温由约０２摄氏度上升到约１２摄氏度；相对平均气温是指与１８５０－
１９９０年（一 般 被 称 为 “前 工 业 化 时 期 数 据”）平 均 气 温 的 相 对 值。数 据 来 源 于 Ｍ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ｇｏｖ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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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对经济影响均有一些研究，但是还未有研究将这两块内容结合起来分析，从而无法

有效区分气候风险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不能准确估计气候风险和自然灾害的

经济后果。本文将气候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和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区分，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气候风险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第二，在探讨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异质

性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收入和不同气温水平地区的差异，而本文从农业保险保障和农

业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异质性，有助于理解金融市场和农业技术在应对气候风险中的作用?。

二、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农业经济学中的农业“总需求 －总供给”理论和考虑气候风险的新古典增
长理论，针对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整体来看，气候风险

及其相关自然灾害会对农业产量造成损失，同时也会增加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使农业总

供给曲线往左或往上移动。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上述总供给曲线
的变动会对均衡农业产出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整体影响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气候风险上升会对农业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农业是人类直接利用生物、太阳

能、土壤、气候等自然力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气候条件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投入要素之

一，因此，气候变化会对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农业一般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对于种

植业，气候风险上升将提高农作物小穗不育的可能性并降低同化物积累，从而导致农作物

产量下降、对农业经济造成损失（周曙东和朱红根，２０１０；Ｗｅｌ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对于养殖
业，气候风险增加则会影响牲畜的发育和繁殖，从而减少牲畜及相关产品产量（Ａｍｕｎｄ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Ｂｒｙ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因此，气候风险上升会直接对农作物和牲畜的生长和
繁殖造成直接不利影响。

其次，气候风险上升会增加相关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进而对农业经济造

成负面影响。灾害经济学模型的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会增加自然灾害风险分布的均值、方

差和相关度，也即会增加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Ｓｔｏｔｔ，２０１６）；相关实证研究的
结果也表明，全球气候变暖与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张强等，２０１５；Ｂｅｌｌｐｒａｔ，２０１９）。关于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新古典增长模型
早就指出，自然灾害会直接损坏产出品，从而最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Ａｌｂａｌａ－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９９３）。对于农业经济，自然灾害会直接造成农作物的损害和牲畜的死亡，进而
给农业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高云等，２０１３；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ａｎｄＧｒｓｃｈｌ，２０１４）。在农业部门
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之中，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会使得农业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

?

有研究从农业保险保障的角度研究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丁宇刚和孙祁祥，２０２１），而本文关
注的是气候风险影响的异质性。

限于篇幅并基于气候变暖的大背景，本文仅以气候变暖风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气候风

险”就是气候变暖风险。具体请见“数据和变量”处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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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均衡的农业经济产出水平和增速降低。

最后，气候风险及相关自然灾害还可能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并最终对农业经济造

成负面影响。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气候风险及相关自然灾害除了直接对产出造成

损失外，还会对土地利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效率等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增加了农业

生产的边际成本，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气候风险上升会导致水资源减

少，而这既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也会给农产品储存造成负面影响（Ｐ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再如，气候风险上升会降低劳动力的效率。有证据表明，气候风险上升会导致受气候风险

影响较大行业（包括农业）劳动时长降低（Ｚｉｖ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气候风险上升导致的制造
业劳动效率下降而造成的损失，为制造业总产值的３９５％－４７３％（Ｌｉｍｓｋｕｌ，２０１８）。虽
然目前没有研究专门分析气候风险对农业劳动力效率的影响，但是农业属于经济的重要

部分，从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可以推断，气候风险上升会降低农业劳动力效率，并最终将

会影响农业产出。上述由气候风险所增加的农业生产边际成本，会使得农业总供给曲线

上移，最终导致均衡的农业产出降低。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待检假设：

假设１：气候风险会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假设２：气候风险可能通过影响农业投入环节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假设３：气候风险可能通过增强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另外，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现有研究主要根据人均收入和

气温水平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一方面，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林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不完善，而且应对气候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气候风险对收入水平

较低地区有更大影响（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ＫａｌｋｕｈｌａｎｄＷｅｎｚ，２０２０）；另一方面，因为大部分
收入水平较低地区位于温度较高的地区，更会受到气候风险的负面影响（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因此，需要在相近气温的区域内比较气候风险对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影响，否则
会将收入和气温效应相混淆。在本文研究中，同一地理区域内各地区的气温差异较小，同

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应对气候风险的资金和能力相对有限，因此，气候风险对它们的

影响可能较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在同一地理区域内，气候风险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高）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
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小）。

此外，根据风险管理理论，不同地区气候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也会使气候风险对地区

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本文从农业保险保障和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该异质性。农

业保险是重要的农业风险（包括气候风险）管理工具，它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气候风险

进行分散，并通过损失补偿功能保证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叶朝晖，２０１８），从而可降低
气候风险的负面影响。类似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提

升。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有利于农业的增

产和增质（姚延婷等，２０１４；黄红光等，２０１８），因此，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有效降低气
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不利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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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５：气候风险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低）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小
（大）。

假设６：气候风险对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低）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小（大）。

三、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和变量

１农业经济发展数据和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农业经济部门包括第一

产业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因此，本文用第一产业的增加值衡量农业经济产出。因

为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指标，参考现有文献（王向楠，２０１１），在主要回归中
用农业经济产出增速（ＰｒｉＧ）衡量农业经济发展。如表１所示，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均值
为８５０％。

另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内涵除了发展速度之外，还包括农业经济的绝对发展水平和发

展质量或效率。因此，本文在稳健性分析中，将进一步用农业经济产出（Ｐｒｉ）衡量农业经
济的绝对发展水平，并用人均农业经济产出（ＰｒｉＰｏｐ）和单位面积农业经济产出（ＰｒｉＡｃｒ）衡
量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或效率（行伟波和张思敏，２０２１）。在回归时，为了增强序列的平
稳性和减轻异常值的影响，将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２气候风险数据和变量
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ＴＣＦＤ）的定义，广义的气候风险是指极端天

气、自然灾害、全球变暖等气候因素及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对经济金融活动带来的不确

定性，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但限于篇幅并考虑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本文仅以气

候变暖风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因为气候变暖风险主要是指平均气温的变化，所以本文

在主要回归中用气温构造其衡量变量（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ｏ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气温（也包
括降水）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ＮＣＤＣ）的公开 ＦＴＰ服务器?。本文选取了中
国大陆区域的观测站点数据。由于１９７３年之前的观测站点数量较少且缺失数据较多，因
此，本文仅使用１９７３年及之后的数据，并保留存续时长不少于３０年的气象站共６４７个。
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各个观测点的经纬度和各城市边界经纬度，确定气象站点的行政区

域归属，得到各城市在各年的平均气温?。

?

?

?

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以其为核心解释变量意义明显，且现有研究也基本是以气候变暖风险为核心解释变

量。根据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存在本质差异，且前者是加强后者的因素，因此本文将自然灾害

作为机制变量之一。后文为了丰富回归结果并检验其稳健性，也会将“低分位标准化气温”作为其它解释变量，但核

心解释变量依然是用“高分位标准化气温”衡量的气候变暖风险。

数据来源网址：ｆｔｐ：／／ｆｔｐｎｃ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ｕｂ／ｄａｔａ／ｎｏａａ／ｉｓｄ－ｌｉｔｅ／。ＮＣＤＣ隶属于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

如果该城市没有气象站点，则取距离该城市最近的四个气象站的均值作为该市的气温、降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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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主要用气温水平、气温区间和极端气温衡量气候变暖风险（Ｄｅｓｃｈêｎｅｓ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７；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为气温受地理位置影响较大，所以如果直接用原
始气温来刻画气候风险，将无法区分“地理位置”与“气候变暖风险”的影响；且气候变暖

的表现是当地气温相对于该地历史平均气温的变化，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文献用气温异

常（或标准化气温）来衡量气候变暖风险（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ｈｏ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本文也
用这种方法衡量气候风险。标准化气温（ＳｄＴｅｍｐ）是指，某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该地区历
史参照期（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２年）的平均气温之差，再除以参照期气温的标准差?，衡量的是
气温相对当地历史水平的偏差或异常。如表１所示，ＳｄＴｅｍｐ的均值为００７，标准差为
０１１，这说明在样本期内平均气温比参照期要高。本文也用相同的方法构建了标准化降
水（作为控制变量）。如表１所示，降水的均值为７８４１毫米，而标准化降水（ＳｄＰｒｅｃ）的均
值为－０１３，这说明在样本期内各地区平均降水要比参照期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ｒｉＧ 农业经济产出增速（％） ８５００８ ９５２９５ ７１３０６ －２０３６８６ ４５８７４８

Ｐｒｉ 农业经济产出值（万亿元） ０１５０４ ０１１４２ ０１０９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９７８

ＰｒｉＰｏｐ 人均农业经济产出（万元／人） ０２６０７ ０１６０６ ０２０２７ ００３５１ １０５５６

ＰｒｉＡｃｒ 单位面积农业产出（亿元／ｋｍ２）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１７８１

Ｔｅｍｐ 气温（摄氏度） １４４３５３ ５３７６３ １５１７１３ －２０９１５ ２６６８２４

ＳｄＴｅｍｐ 标准化气温 ００６６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６ －１１１７２ １２８１６

Ｐｒｅｃ 降水（毫米） ７８４０８７ ４４８７８４ ６９８８５７ ０ ２４１５６１２

ＳｄＰｒｅｃ 标准化降水 －０１２４９ ０２０４４ －０１１５ －１０９８８ ２０５８８

Ｄｒｏｕｇｈｔ 旱灾受灾面积比例（％） １５０６３７ １４８３２１ １０４１２１ ０ ６００５２４

Ｆｌｏｏｄ 洪灾受灾面积比例（％） ８６１８８ １１８２４９ ４１８４３ ０ ６０１４１２

ＡＰｏｗＧ 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 ４７７０２ ５１９２７ ４９３３９ －２６６２６３ １９３４４４

ＡｃｒｅＧ 农业用地面积变化率（％） －００１５１ ０２９０５ ０ －１０８４６ ２７０３６

ＰｏｐＧ 人口增长率（％） ０７１９４ １０４４３ ０６２５８ －３３８９８ ８４５３８

ＦｅｒｔＧ 化肥施用量变化率（％） ２０７５２ ３７９６３ １７３０６ －１０３３９ １５６９６８

ＦｉｓｃＧ 涉农财政支出变化率（％） ２０５６２３ １６４２５５ １８０８６５ －６３３１５ ７５７５８３

　　数据来源：ＮＣＤＣ气象站观测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除了用标准化气温连续变量刻画气候变暖风险外，本文也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用标

准化气温的分位数来衡量气候风险（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ｈｏ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每年将标准

? 除了用１９７３—１９８２年作为基期之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会用１９７３—１９９２年作为基期，以检验回归结果
不受基期选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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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气温大于当年样本８０％分位数的地区定义为高分位地区（ＨｑＳｄＴｅｍｐ）；同时在稳健性检
验中。在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基础上，再加入低分位变量（标准化气温小于２０％分位数的地区，
用ＬｑＳｄＴｅｍｐ表示）?。用虚拟变量来衡量气候风险的原因：一是只有当标准化温度高于
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二是用虚拟变量可以减轻核心解释变量测量误差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自然灾害（机制变量），本文主要关心对我国农业经济影响最大的旱灾和洪灾。

本文用灾害的受灾面积比例来衡量其风险损失的程度。旱灾受灾面积比例（Ｄｒｏｕｇｈｔ）和
洪灾受灾面积比例（Ｆｌｏｏｄ）分别为旱灾受灾面积和洪灾受灾面积与农业用地面积的比值。
旱灾受灾面积、洪灾受灾面积和农业用地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如表１所
示，平均旱灾受灾面积比例为１５０６％，平均洪灾受灾面积比例为８６２％。
３其它数据和变量
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用地面积、化肥施用量、涉农财政支出等其它经济数据来

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将社会经济变量与气候风险变量在

城市和年份维度进行匹配，得到本文的最终样本：包含２８８个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市、
样本跨度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的非平衡面板?。控制变量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
（ＡＰｏｗＧ）、农业用地面积变化率（ＡｃｒｅＧ）、人口变化率（ＰｏｐＧ）、化肥施用量变化率
（ＦｅｒｔＧ）、涉农财政支出变化率（ＦｉｓｃＧ）。对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二）回归模型

研究气候风险的影响需剔除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基本上不随时变化，适

合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气候风险的经济影响（Ｄｅｓｃｈêｎｅ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７；Ｄｅ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回归模型如（１）式所示：

ｙｉ，ｔ＝αＣｌｍｉ，ｔ＋γ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为地区ｉ在第ｔ年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定义为第ｔ年的农业经济产出对数
与第ｔ－１年的农业经济产出对数之差。Ｃｌｍ为气候风险变量（包括标准化气温连续变量
和高分位虚拟变量）；Ｘ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标准化降水（ＳｄＰｒｅｃ）、人口增长率（ＰｏｐＧ）、
农业用地面积变化率（ＡｃｒｅＧ）、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ＡｐｏｗＧ）、化肥施用量变化率
（ＦｅｒｔＧ）、涉农财政支出变化率（ＦｉｓｃＧ）。θｉ是城市固定效应，λｔ是年份固定效应；ｉ，ｔ是随
机扰动项。

?

?
后文也会用７５％（２５％）分位数的进行定义，以检验回归结果不因分位数的选择而显著变化。
（１）样本中的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

台湾）；（２）２０１８年共有２９８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
数据的城市有１０个：新疆２个（吐鲁番、哈密）、西藏６个（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那曲）、海南２个（三沙、儋
州）；（３）因为在１９９４年之前的数据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等主要变量缺失较多，所以本文使用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的数据；因
为回归中有增速变量，所以样本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共６２７７个观测值；（４）２００１年之前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存在较多
的数据样本缺失，而且这期间有地级市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也为缺失值）；因此，本文用２００１
年及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和基准回归是一致的，这说明该问题对本文结论没有显著影响。



金
融
研
究

１１８　　 总第５０７期

回归方程（１）中的城市固定效应可以吸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的影响，降低内
生性问题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比如，地理位置可能和气候风险相关，也会影响农业经

济产出；如果不控制，则会使得气候风险变量的估计有偏；而地理位置不会随时间发生变

化，因此，通过城市固定效应就可以有效吸收其影响。此外，年份固定效应可以吸收地区

共同趋势和波动的影响。

（三）基准回归结果

城市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汇报于表２。在第（１）列中，本文用标准化气温连续变量
（ＳｄＴｅｍｐ）衡量气候风险，其估计系数为 －２０５，在１％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标准化气温上
升会显著降低农业经济产出增速。在第（２）列中加入标准化降水连续变量（ＳｄＰｒｅｃ）和其
他控制变量后，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数为－１６７，保持统计和经济上的显著性。

在第（３）列中，本文用标准化气温的高分位数（ＨｑＳｄＴｅｍｐ）刻画气候风险，其估计系数
为－１２０，在１％水平下显著。该系数表明，标准化气温较高的城市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
要比其它城市低１２０％，这相当于农业经济产出增速均值的１５％。这说明结果具有显著
的经济意义。第（４）列在第（３）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此时，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
数为－１０５，保持在１％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证明假设１是成立的。

表２　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ＳｄＴｅｍｐ －２０４８７ －１６６５３

（－２６７） （－２１１）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１１９６７ －１０５０２

（－２９４） （－２６０）

ＳｄＰｒｅｃ －０５０６３ ０４９７３

（－１０５） （０６５）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Ｎ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调整Ｒ２ ０４１５８ ０４２８２ ０４３１４ ０４３７２

　　注：以下信息如无特殊说明，则全文所有的回归结果表格都适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值；标准误在省份和年份进行
双向聚类；、、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样本期是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

（四）稳健性检验

１用其他变量衡量农业经济发展
表３报告了用其他变量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回归结果。首先，用农业经济产出的对

数衡量农业经济的绝对发展水平。此时，回归结果说明，标准化气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



金
融
研
究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１１９　　

产出要比其它地区低约１８９％。接着，用人均农业经济产出的对数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
质量（效率）。结果显示，标准化气温较高地区的人均农业经济产出要比其它地区低约

２８６％。最后，用单位面积农业经济产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得到类似结果。因
此，本文从不同方面衡量农业经济发展，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表３　用其他变量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时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１７７

（－３０３） （－２９３） （－２７２）

Ｎ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调整Ｒ２ ０９８５３ ０９２４０ ０９７７６

　　注：第（１）列用农业经济产出的对数衡量农业经济的绝对发展水平，第（２）（３）列分别用人均农业经济产出的对
数、单位面积农业经济产出的对数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２不同的气候风险衡量方式
（１）计算方式。首先，本文用７５％分位数计算标准化气温的高分位，以检验分位数的

选择是否会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列所示，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数为 －０８９，在５％
水平下显著。其次，为了验证回归结果在不同基期下保持稳健，本文进一步用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２年作为基期来计算标准化气温。此时的回归结果显示，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
济产出增速要比其它地区低１４６％。这些与基准回归结果都是一致的。

（２）数据。除最常见的用气温构造气候（变暖）风险，文献中还有用到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干旱指数。干旱指数来自ＣＧＤ数据中心?。干旱指数考虑了气温、降水以及土壤的
蒸发量和补给量等因素。二是土壤干旱程度。土壤干旱程度数据来自ＧＬＥＡＭ数据库?。
ＧＬＥＡＭ数据库提供的土壤干旱程度数据是根据卫星图像推断出的由０２５经度 ×０２５
纬度构成的网格点数据。本文分别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以标准化指标的高分

位数衡量气候风险。如表４的第（３）（４）列所示，此时的回归结果和基准回归也是一致
的。

表４　采用不同气候风险衡量方式时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０８９３５ －１４６２４

（－２４７） （－３８４）

ＨｑＳｄＰＤＳＩ －０９１８９

（－２５９）

?

?
数据官网：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ａｔａｇｕｉｄｅｕｃａｒｅｄｕ／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ａｔａ／ｐａｌｍ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ｄｓｉ
数据官网：ｗｗｗｇｌｅａｍ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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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ＨｑＳｄＳＤＳ －０６４７５

（－２６４）

Ｎ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调整Ｒ２ ０４３７２ ０４３７９ ０４３７２ ０４２８５

　　注：第（１）列用７５％分位数计算标准化气温的高分位，第（２）列以１９７３－１９９２年作为基期计算了标准化气温，第
（３）列用标准化干旱指数衡量气候风险，第（４）列用标准化土壤干旱程度衡量气候风险。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
量、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３控制标准化气温的低分位变量
虽然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是气温上升，且现有研究也是主要集中研究气温上升风险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但在理论上，过低的气温也会让农作物和牲畜出现新陈代谢缓慢、组

织冻伤等问题，也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ＳｈａｎｎｏｎａｎｄＭｏｔｈａ，２０１５）。也就是说，标准化气
温的高分位和低分位变量都可能对农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再根据五分位数

定义“中高分位”、“中等分位”、“中低分位”、“低分位”４个虚拟变量，并以中等气温（标
准化气温大于４０％分位数且小于６０％分位数）作为参照，将其它虚拟变量同时放进回归。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图１所示。标准化气温的高分位和低分位都会降低农业经济产出增
速，但高分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这里的结果与相关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金刚等，２０２０；
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图１　不同分位区间标准化气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注：此图绘制了不同分位区间标准化气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黑点为估计系数，竖虚线为９５％置信区间。

４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的结果
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相近地区的农业经济

可能会互相影响；另一方面，本地气候风险对相近地区农业经济可能造成影响。为此，本

文用如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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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ρＷｙｉ，ｔ＋αＣｌｍｉ，ｔ＋γＸｉ，ｔ＋θＷＺｉ，ｔ＋θｉ＋μｔ＋ｉ，ｔ （２）
其中，Ｗ是空间权重矩阵；为了证明回归结果在不同权重矩阵下保持稳健，本文将分

别用标准化的相邻矩阵和反距离矩阵作为权重矩阵。Ｗｙ刻画“相近地区的农业经济的相
互影响”，ＷＺ刻画“相邻（相近）地区的气候以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其它变量和符号的
含义与回归方程（１）一致。

首先，用相邻矩阵来衡量空间权重的回归结果显示，ρ显著为正，这说明相邻地区的
农业经济相互存在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距离越近的地区的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关

联性可能会越紧密，相互带动经济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某地区的农业经济可能受到和它

相近地区农业经济的正向影响。其次，某地区的相邻地区的气候风险对该地区的农业经

济产出增速没有显著影响（Ｗ×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和针对
中国城市进行的相关实证分析结果是一致的（金刚等，２０２０）。最后，主要效应结果显示，
即使在回归模型中考虑了邻近地区的相互影响，本地的气候风险也会显著降低本地的农

业经济产出增速。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要比其它

地区低１３９％。此外，用反距离矩阵来衡量空间权重时，得到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５其它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结果的稳健性：（１）我国在２００６年全面取消了农业

税，这使得农业生产者的成本在２００６年前后发生了变化，也会使得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
的影响由此发生变化。为此，本文先定义“２００６年后”虚拟变量（Ｐｏｓｔ２００６），然后用该虚
拟变量与城市虚拟变量进行交乘，以此交互固定效应来控制取消农业税的影响。（２）虽
然面板数据是否平衡不会影响估计的无偏性，但为得到更稳健的结论，本文构建了平衡面

板数据（即保留样本期内每一年都有观测值的城市样本）进行估计。（３）去掉农业经济占
比极低的样本。很多地市的农业经济占比非常小，故实证过程中需考虑这类城市样本带

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为此，本文去掉农业经济占比极低的样本（低于样本 １０％分位
数），重新进行了回归。（４）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性，去掉４个直辖市的样本再进行回
归。（５）因为在２００１年之前数据存在相对较多的缺失，而且有少数城市发生了行政区
域的变化，所以用２００１年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以样本期间的变化不会影响本文
主要结论。（６）参考 Ｂｕｒ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在回归中加入各个城市时间趋势的一次项和
二次项。通过控制各个城市时间趋势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可有效控制城市层面其它不可

观测且随时变的因素，再结合回归中已有的城市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就能在更大程度上

减轻遗漏变量的影响。上述几种情形下的回归结果依然保持一致，进而证明了本文结果

的稳健性?。

?

?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报告空间溢出效应的结果。相关结果可向作者获取。

限于篇幅，未在正文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相关结果可向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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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一）不同人均收入水平城市之间的异质性

本文用如（３）式所示回归检验假设４：
ｙｉ，ｔ＝αＣｌｍｉ，ｔ＋βＣｌｍｉ，ｔ×Ｐｏｏｒｉ，ｔ＋γ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３）

其中，Ｐｏｏｒ是代表人均收入水平高低的虚拟变量。本文对 Ｐｏｏｒ进行两种定义：
（１）若城市ｉ的人均收入大于当年全国所有城市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２）若城市ｉ的人均收入大于当年所处地理区域的所有城市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０?。其它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回归方程（１）一致。

表５　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较高地区的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ｏｒ＝１ Ｐｏｏｒ＝０ Ｐｏｏｒ＝１ Ｐｏｏｒ＝０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１０４５５ －１４８４６ －１４３１７ －００５３４ －１５２６６ ００４８３

（－２１４） （－１９４） （－２７６） （－０１３） （－２９８） （０１２）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Ｐｏｏｒ －０３７１０ －１３７４２

（－０４５） （－２２２）

Ｎ ６２７７ ３１１３ ３１６４ ６２７７ ３１３６ ３１４１

调整Ｒ２ ０４３７３ ０４３４９ ０４５２３ ０４３７４ ０４３６１ ０４５０６

组间系数差异［ｐ值］ ００５２９［０４９０１］ １５７４９［００００１］

　　注：第（１）～（３）列是根据Ｐｏｏｒ的第１种定义进行回归的结果，第（４）～（６）列则是根据 Ｐｏｏｒ的第２种定义进行
回归的结果。最后一行是自举法费舍尔置换检验比较组间系数的结果。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固

定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总的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
影响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没有显著差异。不过，在同一地理区域之内，气候风

险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较大。在第（４）列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５，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与 Ｐｏｏｒ交互项的系数为
－１３７，在５％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气候风险对同一地理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城
市有显著负面影响。另外，为了加强异质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对人均收入水

? 根据气候、地形等地理因素，将中国大陆（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划分为七大区域。华北：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华东：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

西省、山东省、福建省；华中：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华南：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西南：重庆市、四川省、贵

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西北：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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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进行了分组回归。在Ｐｏｏｒ的第一种定义下。两组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
归系数的差异为００５３，该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费舍尔检验的ｐ值为０４９）。不过，
在Ｐｏｏｒ的第二种定义下，两组中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的差异为１５７，该差异在统计意
义显著。总之，气候风险对同一地理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城市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这证明了假设４。
（二）不同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城市之间的异质性

本文用如（４）式所示回归模型检验假设５：
ｙｉ，ｔ＝αＣｌｍｉ，ｔ＋βＣｌｍｉ，ｔ×Ｉｎｓｉ，ｔ＋γ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４）

其中，Ｉｎｓ等于１代表农业保险保障水平高于样本的中位数，否则为０。本文用两种
方式衡量农业保险保障水平：（１）农业保险深度，即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农业经济产出之
比；（２）农业保险密度，即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其它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回归方程
（１）一致。

表６　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和较高地区的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ｎｓ＝１ Ｉｎｓ＝０ Ｉｎｓ＝１ Ｉｎｓ＝０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１６１７５ －０８７０４ －１５２５４ －１６１２７ －０７８５０ －１４２８５

（－３１８） （－１５０） （－２２４） （－２９７） （－１３７） （－２１１）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Ｉｎｓ ０３５７０ ０１２３０

（２３７） （１８８）

Ｎ ６２７７ ３１３６ ３１４１ ６２７７ ３１４１ ３１３６

调整Ｒ２ ０４３８３ ０４８９９ ０３９７６ ０４３７４ ０４８９９ ０３９２４

组间系数差异［ｐ值］ －０６５５２［００５０１］ －０６４３５［００６０２］

　　注：第（１）～（３）列是根据Ｉｎｓ的第（１）种定义进行回归的结果，第（４）～（６）列则是根据Ｉｎｓ的第（２）种定义进行
回归的结果。最后一行是自举法费舍尔置换检验比较组间系数的结果。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固

定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总的来说，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在农业保险
保障水平较低地区更加显著。具体来看，在第（１）列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和 Ｉｎｓ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为０３６，在５％水平下显著，即气候风险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
增速的影响较低。同样，在分组回归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的差异为０６６，该差异在统
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表６的第（４）～（６）列则用Ｉｎｓ的第二种定义进行回归分析。总的来说，回归结果与
用Ｉｎｓ的第一种定义进行回归的结果一致。在第（４）列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１６１，在１％水平下显著；而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与 Ｉｎｓ交互项的系数为０１２，在１０％水平下显
著。在分组回归中，两组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的差异为０６５，该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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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著的（费舍尔检验的ｐ值为００６）。总之，气候风险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地区的
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较低，这验证了假设５。

（三）不同农业现代化水平或农业经济占比城市之间的异质性

本文用回归模型（５）检验假设６：
ｙｉ，ｔ＝αＣｌｍｉ，ｔ＋βＣｌｍｉ，ｔ×Ｄｉ，ｔ＋γ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５）

其中，Ｄ为分组变量，农业现代化水平或农业经济占比高于样本中位数时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其它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回归方程（１）一致。

首先，按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农业现代化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农业

机械化，因此，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用农业机械深度（即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产值

之比）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李丽纯，２０１３）?。回归结果如表７的第（１）～（３）列所示。
在第（１）列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和Ｈ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１３８，在５％水平下显著。在分组回
归中，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组的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４，ｔ值为 －０１８，在统计意
义上不显著；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组的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１６４，ｔ值为 －３４９，在
１％水平下显著。而且组间系数检验显示二者的差异是显著的。这说明气候风险对农业
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较低，即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

效降低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不利影响。

接着，按农业经济占比（农业经济产出与ＧＤＰ之比）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７的第（４）～（６）列所示。在第（４）列中，ＨｑＳｄＴｅｍｐ和Ａｇｒ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０７５（ｔ
值为－１１０）。在分组回归中，农业经济比重较高组的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１６３，ｔ
值为－２１６；农业经济比重较低组的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１０５，ｔ值为 －２０５。二
者的差异在１０％水平下显著。也就是说，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比重较高和较低地区的农
业经济都有显著影响，不过对比重较高地区的影响稍大。整体来说，上述结果基本验证了

假设６。

表７　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的影响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和较高地区的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Ｍ＝１ ＨＭ＝０ Ａｇｒｉ＝１ Ａｇｒｉ＝０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１４５１２ －０１４０４ －１６３７８ －０９３４２ －１６３３９ －１０４９０

（－３５０） （－０１８） （－３４９） （－２００） （－２１６） （－２０５）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Ｄ １３８１１ －０７４７１

（１９８） （－１１０）

Ｎ ６２７７ ３１３５ ３１４２ ６２７７ ３０９９ ３１６４

? 本文还用农业机械密度（即人均农业机械动力）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正文

未报告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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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调整Ｒ２ ０４４０４ ０４０８５ ０４８２２ ０４３７４ ０４４７２ ０４４１５

组间系数差异［ｐ值］ －１４９６６［００００１］ ０５８４９［００９１１］

　　注：第（１）～（３）列是按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回归的结果，第（４）～（６）列则是根据农业经济占比进行回归的结
果。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五、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

（一）直接影响产出还是通过影响投入再影响产出

从农业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气候风险可能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产出，也可能通过

影响农业投入再作用于产出。比如，部分农业生产者可能事先预计今年的气候风险会很

高，所以提前降低了投入，这也可能使最终农业经济产出下降。虽然这两种情形下的后果

都是一样的，但影响机制有本质区别，因此需确定到底是哪种机制占主导地位。为了研究

气候风险是直接影响产出还是通过影响投入再影响产出，本文以农业经济投入（变化率）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如下回归：

ΔｌｎＩｎｐｕｔｉ，ｔ＝γＣｌｍ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６）
其中，ΔｌｎＩｎｐｕｔｉ，ｔ是地区ｉ在第ｔ年的农业经济相关投入的变化率，包括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Ｇ）、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ＡｐｏｗＧ）、农业用地面积变化率（ＡｃｒｅＧ）、化肥施用量变化
率（ＦｅｒｔＧ）、涉农支出变化率（ＦｉｓｃＧ）。Ｃｌｍｉ，ｔ为气候风险变量。θｉ是地区固定效应，λｔ是年
份固定效应，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表８　气候风险对农业相关投入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被解释变量 ＰｏｐＧ ＡｐｏｗＧ ＡｃｒｅＧ ＦｅｒｔＧ ＦｉｓｃＧ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０００８８ －０３００４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７１７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７） （－１２８） （１３５） （－０３４） （－０１４）

Ｎ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６２７７

调整Ｒ２ ０５１０１ ０２３９２ ０４６０８ ０５２４７ ０４７５８

　　注：所有回归都加入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在以人口增长率（ＰｏｐＧ）、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ＡｐｏｗＧ）、
农业用地面积变化率（ＡｃｒｅＧ）、化肥施用量变化率（ＦｅｒｔＧ）、涉农支出变化率（ＦｉｓｃＧ）为被
解释变量时，标准化气温高分位的虚拟变量（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
著，而且系数都非常小，不足以解释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速造成的１２０％下降。
因此，气候风险主要是直接影响农业经济产出，而不是通过影响投入再影响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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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风险、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１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从气候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关系来看，气候风险可能会通过增
加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可能直接对农业经济造成显著负

面影响，那么这两种渠道的影响占比各是多少呢？进行这一分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对

二者的区分可以更好地理解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农业保

险主要是针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所以对这两种影响的区分可以判断在实践

中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是否足够。如果气候风险主要是通过自然灾害再影响到农业经

济，那么我国现有农业保险就可以将这种风险分散转移；但如果主要是直接影响，说明目

前的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推广指数型农业保险等新型产品来对应对

气候风险的直接影响。为了估计上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比例，本文在回归（１）的基础上，
再进行了如下三个回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α１Ｃｌｍ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７）
ｙｉ，ｔ＝α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β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８）

ｙｉ，ｔ＝α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ｔ＋α４Ｃｌｍｉ，ｔ＋βＸｉ，ｔ＋θｉ＋λｔ＋ｉ，ｔ （９）
其中，Ｄｉｓａｓｔｅｒ是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用受灾面积来衡量。? 其它变量符号同（１）式一

致。

表９　气候风险、旱灾、洪灾与农业经济产出增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被解释变量 ＰｒｉＧ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ＰｒｉＧ ＰｒｉＧ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ｉＧ ＰｒｉＧ ＰｒｉＧ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 －１８８０２ ４３３６９ －１５２５９ －３１２９１ －１９９２２ －１６７３８

（－２２３） （２６１） （－１８１） （－２８６） （－２２５） （－１８６）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９０１

（－２２６） （－２１２） （－２２６）

Ｆｌｏｏｄ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５４１

（－１９７） （－１７３） （－２４６）

ＳｄＰｒｅｃ ０７９３２ －１４９２６３ －０３５９２ ２２０４３１ １４８４８ ０６６８９

（０３３） （－２３４） （－０１４） （４３７） （０６４） （０２８）

Ｎ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７７５

调整Ｒ２ ０６４６ ０５４３ ０６５０ ０６５０ ０５１６ ０６４６ ０６４７ ０６５３

　　注：所有回归都加入了控制变量、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

?
因为数据限制，只能获取到省级层面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的数据，所以此处分析在省级进行。

我国最主要的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是旱灾和洪灾。在样本期间，旱灾和洪灾的平均受灾面积比例分

别为１５０６％和８６２％，二者之和占总成灾面积的近７０％。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这两种自然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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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气候风险、旱灾与农业经济产出。首先分析气候风险对旱灾严重程度的影响。表
９第（２）列的回归结果表明，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数为４３４，在５％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标
准化气温较高地区的旱灾受灾面积比例要比其它地区高４３４％。这相当于旱灾严重程
度均值的２８７９％。接下来，第（３）列的结果显示，旱灾受灾面积（Ｄｒｏｕｇｈｔ）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９（ｔ统计量值为２２６）?。其经济意义是，旱灾受灾面积比例每增加１％，会使农业
经济产出增速下降００９％；或者说，旱灾受灾面积比例增加１单位标准差，会使农业经济
产出增速相对其均值下降１２４９％。最后，通过把气候风险变量和旱灾严重程度变量同
时放进回归方程，分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相对大小。此时，旱灾受灾面积比例的估计

系数为－００８，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都保持和第（３）列的结果一致。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
估计系数为－１５３，在１０％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较高的标准化气温会使得农业经济产出
增速下降１５３％。该影响小于第（１）列中的 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影响（－１８８％），这是因为旱
灾“吸收”了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部分影响。这也说明，较高的标准化气温会通过增加

干旱严重程度来影响农业经济，同时也会直接对农业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３气候风险、洪灾与农业经济产出。首先，如表９第（５）列所示，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
数为－３１３，在１％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标准化气温较高地区的洪灾受灾面积比例相对其
他地区要低。接下来，第（６）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洪灾受灾面积（Ｆｌｏｏｄ）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２，在１０％水平下显著。然后，分析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相对大小。第（７）列中，
洪灾受灾面积比例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３，这说明洪灾受灾面积比例每增加１％会使得农
业经济产出增速下降００３％，略大于第（５）列结果中的影响。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估计系数为
－１９９，在 ５％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较高的标准化气温会使得农业经济产出增速下降
１９９％，略高于第（１）列中的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影响（１８８％）。最后，本文将气温、降水、洪灾、
旱灾同时放入回归模型（如表９第（８）列所示）。此时，ＨｑＳｄＴｅｍｐ的回归系数为 －１６７，
且保持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即使剥离了通过洪灾和旱灾影响农业经济这两个渠道后，气候

风险还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

总之，本文发现气候风险会通过自然灾害来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也会直接对农业

?

?

?

因为未控制气温和降水（与旱灾严重程度相关的最重要的混杂因子），所以旱灾严重程度变量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本文以气温和降水作为旱灾严重程度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满足基本条件：（１）与旱灾严重程度高度相关
（第一阶段回归的Ｆ统计量值为４２５６；（２）通过排除法发现，以人口增长率、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率、农业用地面积变
化率、化肥施用量变化率、涉农支出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时，气温和降水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因此，气

温和降水主要可能通过旱灾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排他性）。同时，工具变量回归得到的结果也是和基准回归一

致的。

该间接影响占总影响的１８６２％。另外，鉴于目前学术界对用于心理学研究的中介效应模型存在争议，本文
还利用Ｋｏｈ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提出的ＫＬＢ方法对上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气候风险对农
业经济产出增速的总影响为－１６７％，其中直接影响为 －１３１％，间接影响为 －０３６％（占总影响的２１６％）。这与
此处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此外，因为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的局限性，此处估计出的间接效应的比例仅作为试探性的

证据（江艇，２０２２）。
在同时将标准化气温和降水作为机制变量并用ＫＬＢ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产出增

速的总影响为－１７０％，其中直接影响为－１３２％，间接影响为－０３８％（占总影响的２２４％）。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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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这和本文研究假设３是一致的。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农业经济和粮食安全始终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要积极采取

相应措施，减轻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评估气候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是

管理气候风险的第一步。本文研究了气候风险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得

出如下结论：第一，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增速要显著比其它地区低，且该结

果在多种回归模型设定下以及不同测度下都保持一致。第二，气候风险对同一地理区域

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有更显著的影响。第三，气候风险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

地区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低，这说明农业保险的发展和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降低气候风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说明利用金融市场和农业

技术应对气候风险的有效性。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产出，

而非通过影响投入再作用于产出；气候风险既会通过增加自然灾害严重程度间接影响农

业经济，也会直接对农业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不过直接影响要大于间接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管理气候风险、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提供

了有益的政策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发现农业保险对气候风险所致农业

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通过发展农业保险可以对气候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同时，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特别是相关农业机械和基础设施水平），有效减轻气候变

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加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气候风险能力不

足的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其次，本文发现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要明显大于

其通过自然灾害造成的间接影响，这意味着目前主要赔偿灾害造成损失的农业保险的保

障程度尚不够，需进一步推广指数型农业保险等新型产品。最后，因为气候风险会通过增

加自然灾害严重程度来影响农业经济，应进一步加强对自然灾害风险的管理。例如，增加

农户和相关企业的防灾减灾意识，特别是要提高农民的基本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让农户

和企业能够运用合理手段管理自然灾害风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灾害监测和

预警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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