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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刊］
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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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案例］

河北大名：
家庭农场助力农民增收
“这些富硒桃要成熟了，一定能
卖个好价钱！”一排排大棚，一片片
果树，一群农村妇女正在辛勤劳作，
这是河北省大名县红庙乡天富家庭
农场里的景象。近日，该农场经理
刘子奇说：
“ 农场直接带动了 1000
多名乡亲脱贫致富。”
天富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700 余
亩，以“公司+农场+农户”模式，联
合发展土地面积 1500 多亩。红庙
乡的 318 户贫困户，通过入股分红
的模式加入了该农场，每户每年可
以分得 600 元至 1200 元不等的分红
金。平时还有 30 多个贫困人员在
农场打工，到农忙的时候务工人员
达 100 余人，每人每月挣工资 1500
元以上。
近年来，该县实施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和
农村经营体系建设，推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目前，全县已
累计流转土地 27.6 万亩，建成现代
农业园区 36 个，农民合作社 420 家、
家庭农场 398 家，有力推动了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工作。
李杰

盐土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成立联盟
近日，盐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联盟在大丰区组建，吸引了 56 家经
营主体参加。这是江苏沿海生态高
值农业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启动
后，在对接新型农业主体方面的探
索实践。
江苏沿海生态高值农业技术示
范与推广项目是 2017 年度省科研
院校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由南
京农业大学和农一电子商务大丰有
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实施。项目实施
单位计划通过“双线共推”方式，对
接新型经营主体，普及控盐、改碱、
培肥等技术措施，解决沿海土壤盐
碱危害、土壤肥力贫瘠、理化性质
差、生物结构简单等问题，促进农业
增产增效。
所谓“双线共推”就是线下建联
盟，线上做服务，实现技术研发到田
间应用的无障碍传递。
蔡剑涛

广东首家“妈妈制造”
合作社成立
首家“妈妈制造广东韶关守艺
红豆编织合作社”在广东韶关丹霞
山风景区瑶塘新村正式挂牌成立，
该合作社由承兴国际集团承兴关爱
基金捐赠支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高级主管
郝振宇、承兴国际副总裁刘晖，
蚂蚁
力量传统手工艺文化发展中心理事
长、妈妈制造项目发起人李柏颖等
出席本次活动。至此，
“ 妈妈制造”
公益项目在广东的首家合作社落地
生根、也增添了一项非遗手工艺的
传承项目；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政府
和企业的通力合作，让更多的妈妈
自力更生，在家门口就能用传统手
艺养活自己养活家，从源头上解决
留守儿童的问题。
揭牌仪式上，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以及承兴国际集团双方领导共
同为红豆编织合作社带头人王均慧
授牌，以勉励其带领更多的阿妈学
习红豆手工艺技能，发展红豆非遗
手工艺，带动当地脱贫致富。合作
社刚成立，就收到了电商企业的订
单，前景乐观。
唐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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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竞争”

广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设现代农业。换
言之，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事实上，
近年
来，
广东省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促使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目前，
全省认定和培育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820 家，
上市农业龙头企业 65 家；
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620.5 万农户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和
“抱团”
提升竞争力。
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
“我们能为水稻和主要农作物提供‘耕、种、
管收、烘干、加工、售卖’等一条龙服务。”位于清
远英德市的东华区域性农机合作社，是今年新
成立的一个新型合作社，社员只有 70 多人，但实
力不容小觑。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合作社定位于
以农业机械化服务为主，农资农技服务为辅，农
机农艺相融合的综合服务型组织，将辐射周边 5
个乡镇。
合作社除了拥有 1000 多亩水稻机械化种植
基地，还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14 台，及配套机具
21 台套、播秧机 5 台；联合收割机 15 台，保鲜库
2000 立方米、日产 2 吨的花生榨油机生产线和日
烘干 80 吨的稻谷烘干车间，各类机身 100 多台
套，机具价值达 1000 多万元。今年，合作社还计
划新增播秧机 10 台套，新建水稻育秧大棚一个。
跟东华区域性农机合作社一样，位于清远
连州的西岸镇冲口蔬菜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
也购置了插秧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并且
建成了工厂化育秧大棚，可为农户提供包括犁
耙田、播种、育苗、插秧、收割、烘干、产品包销等
多个项目“一条龙”农事服务。理事长陈洪辉
说，农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购买其中单个或几个，
就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方便。
据了解，作为广东的农业大市之一，清远近
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工商、财政、税收、金融保
险、用地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培育各类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业企业等大量涌现。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结果显示，2016 年末清远全市农业经营单位
达到 12120 个，
比 2006 年增长 839.5%。
而全省的情况，也跟清远类似。广东省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 年末广东省
农业经营单位 80809 个，农业经营单位数量较十
年前增加了 2.62 倍。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几
乎从无到有，快速发展，2016 年末，全省以农业
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达
29977 个，
占农业经营单位的四成左右。
英德一香菇培育大棚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迅速
张鉴硕是英德市联合前进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经理，去年 6 月到英德市西牛镇进行考察，马
上被当地的水土资源所吸引，并决定将韭菜种
植基地扎根在此。
“我们计划首期种植 3000 亩韭
菜，并计划 3 年内将其扩张到 10000 亩。”张鉴硕
介绍，目前公司种植的韭菜第一年每亩产量约
9000 斤，第二年以后亩产量可稳定在 20000 斤以
上，将连续收获 8 年。
而位于肇庆四会市贞山街道金星村的诚品

蔬菜专业合作社，到今年已成立了 7 年，通过“合
作社+农户”模式，它逐步发展扩大，已实现规模
生产，蔬菜年产量 400 吨，年产值 100 多万元，今
年还正式成为肇庆供销集团蔬菜供应的合作基
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合作社将大面积发展现
代农业，计划要用几年时间向集约化、标准化生
产转变。
去年，诚品蔬菜专业合作社就投入 200 多万
元资金，改善生产基础条件，从附近山上引流无
污染的山水进行灌溉，实行自制酵素喷施，使用
有机生物菌肥调节土壤，建立 20 多亩蔬菜种植
大棚。据介绍，这种生产经营投入，小农户是没
有能力做到的。告别“单打独斗”，拥抱“抱团竞
争”
，
合作社带动 100 多户农民致富。
事实上，伴随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等新型经
营主体数量的增加，广东省农业生产向规模化
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迅速，对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供应、
稳定农产品市场都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数据
显示，广东全省蔬菜、花生、甘蔗、水果、花卉、生
猪、家禽、蚕茧、水产品等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16 年，广
东省农业经营户 896.74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
营户 15.88 万户，全省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超过
五分之一（20.1%）是由规模农业经营户和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种的，2016 年末规模农业经营户
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生猪和禽类存栏量分别
占全省的 76.9%和 63.7%。
四会兰花种植基地
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支

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而这方面，
广东的探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像广东知名的
农业龙头企业———温氏股份，在创立之初为
了解决资金短缺、技术欠缺、抗风险能力弱等问
题，公司为农户搭建一站式服务支撑平台，与农
户紧密合作，最终共享成果，就此诞生“公司+农
户”
模式。
从温氏股份了解到，该企业的“公司+农户”
模式也在不断转型升级，现在主要依托“公司+
家庭农场”的独特产业模式，整合了资金、技术、
市场、生产材料等农民最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帮
助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目前，
公司在全国拥有家庭农场约 5 万户，全年合作家
庭农场合作效益约 80 亿元。
英德市联合前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张
鉴硕也透露，为了带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该公
司根据村中实际情况，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合作
模式，一是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
式，由公司提供种苗、化肥和技术，种植出来的
韭菜以每斤 0.66 元的价格回收，其中 0.6 元作为
合作社或农户收益，0.06 元则作为村集体收入；
第二种则由公司租地直接种植，聘请当地村民
入场务工，同时在每斤的收益中给予 0.02 元作
为村集体收入。
如此一来，小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形成了
利益联结机制。英德市西牛镇党委委员、常务
副镇长黄文洲表示，韭菜种植产量大，价格高，
小韭菜有大市场，深加工前景广阔，效益可观。
目前，西牛镇欲将有种植意向的贫困户“打包”，
以扶贫资金作为种植成本，参与到联合前进公
司的韭菜种植项目当中。
陈强

［做法］

合作社向市场要“菜单
菜单”
”给农民下“订单
订单”
”
一大早，朱勤号便像往常一样拉着菜来到
城区的贵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的农产品分拣中
心。
“要赶在周一城里的单位上班、学校上课之
前把菜送到公司。
”朱勤号说。
经分拣中心农残检测员抽检确定合格后，
卸车入库。离村不到半天时间，朱勤号的 8 吨白
菜就以 7 毛/斤的价格出手了，除去 300 元运费，
一车白菜毛收入 1.15 万元。
身为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蔡官镇对长沙村
长兴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的朱勤号，并不知道
这车白菜第二天会出现在谁的餐桌上。这一年
来他也从没像以前那样拉着菜“走集串市”找买
家，合作社 1200 亩的蔬菜也没有滞销过。
“ 怎么
种我说了算，种什么、卖给谁公司说了算。”朱勤
号说。
地处黔中腹地的西秀区是贵州的“菜园子”
之一，但近年来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供过于
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
“商
家找不到所需农产品，农户不知道商家要什么
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比

较低。
为解决产销对接失衡带来的“盲种、滞销”
问题，2016 年底，西秀区批准成立国有独资企业
——贵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其主要任务是精
准识别市场需求，引导合作社有计划生产，搭建
产销精准对接平台。
“从需求侧要‘菜单’，给供给侧做‘订单’。”
绿野芳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钰介绍，通过对当
地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区内外的商超等农产品
消费单位的需求进行调研摸底，并形成需求“菜
单”，再通过量化分解形成生产“订单”，合作社
按“订单”生产。最后，农产品由公司统一配送
至消费单位。
截至今年 4 月，通过农政、农企、农校、农超
结合方式，公司与中国移动安顺分公司、贵州大
学、贵州师范大学、永辉超市等 500 余家单位签
订了食材供应协议，与包括长兴合作社在内的
160 家合作社签订了保底兜底收购生产协议。
为确保贫困户利益，签订保底兜底收购协
议的合作社必须带动辖区范围内所有贫困户参
加生产，并建立长效利益联结机制。为确保合

作社利益，公司采取“旺季市场价，淡季保底价”
的收购方式，并承诺当市场价低于保底价时按
保底价收购。2017 年该公司共向合作社兑现了
因自然灾害、市场变化造成的滞销农产品补助
198.7 万元。
王钰告诉记者，2017 年公司通过“‘菜单’+
‘订单’”共计销售各类蔬菜 2000 余万斤，带动农
户 4100 户、7400 余人增收。
“以前每种一茬菜，心都是慌的，怕卖不出
去。2013 年村里就有个种植大户 100 多亩菜烂
在地里，亏了 20 多万元。”对长沙村村主任杨锦
说:“现在种啥子心都是‘稳起’的，去年村里种菜
的毛收入突破了 2000 万元。
”
“‘以需定单，以单定产’既有助于建立稳定
的产销关系，构建精准的产销渠道，也有利于优
化农业生产的布局和结构。”安顺市委常委、西
秀区委书记郭伟谊说，平台公司可以对全区各
村镇、各合作社“什么地方种什么，什么季节种
什么”进行统一调配部署，
“以前是‘一盘沙’，现
在是
‘一盘棋’
”
。
潘德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