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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
王乐君摇 寇广增摇 王斯烈
[ 摘摇 要] 摇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稳定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农户增收致富至关重要。 经过 30 多年发展,订单合同、专业合作等传统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股份合作、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模式蓬勃兴起,多种联结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日获青睐,农村一二三产业呈深

度融合发展态势。 利益联结模式的选择,与农产品的行业特性、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农户的素质条件、
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双方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结合国外实践经验,当前要准确把握小农户的发展趋势,尊
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自愿选择,发挥各自优势,并加大政策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定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正向激励和失信名单机制,进一步优化指导服务,进一步密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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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
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并与小农户建立了多
种利益联结机制,如何建立稳定有效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于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促进农户增收致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利益联结机制的发展与趋势
回溯历史,处理好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关系,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一直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独立自主

开展生产经营,同时大城市郊区和农垦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和外向型农业的发展,为稳定原料供给、
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出口要求,探索采取订单合同的方式与农户合作,实现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
条龙。 这既解决了农业生产与加工流通脱节、农产品供应与需求脱节的难题,又把农户与市场有效
衔接起来,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益,也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雏形。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虽然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壮大,但面临更加开放的市场
环境、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严格的农产品原料要求,倒逼其在构建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方面
进行了更多尝试和探索。 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基础上,通过流转土地、雇佣农民等方式建立自有基
地,通过保底价收购、二次利润返还等方式稳定订单基地,进一步密切了产业链上各主体的利益关
系。 近年来,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加速,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与龙头企业相互补充,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力军,总量已超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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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 它们以市场为导向,实行专业化生产,优化配置资源要素,与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开展深度合作,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冶 利益联结关系。
一是订单合同、专业合作等传统模式仍占主导地位,逐渐向多方位服务拓展。 这两种利益联结

模式发展时间较长,群众基础较好,获得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普遍认同。 到 2016 年底,
以订单合同和专业合作式为主要联结方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占比达 82% 。 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
消费水平的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原料的品种、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以产品购销
合同为纽带的合作模式已不能满足要求,很多经营主体积极探索,在与农户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引入
“ 几统一冶 服务,向物资配送、技术服务、风险保障等领域扩展,以实现对原料品质的掌控。 据对 638

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调查,96郾 4% 的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68郾 8% 的龙头企
业为农户提供农资供应服务,38郾 6% 的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仓储服务。 比如内蒙古塞飞亚集团,采
取送鸭雏到户、送饲料到户、回收成鸭到户、防疫禽病到户、技术服务到户等“ 五到户冶 ,保证雏鸭质
量、保证计划放雏、保证现金收购毛鸭、保证农户利益等“ 四保证冶 ,对养殖户提供低息贷款让利、对
养殖大户规模养殖让利、对农户现金购料让利等“ 三让利冶 ,解决了农户在资金、技术、运输、防疫上
的难题。

二是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模式蓬勃兴起,日益向紧密型联结延伸。 农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没有,是检验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 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让
农户分享到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是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方向。 以购销合同为主
的合作关系虽然促进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让农民降低了生产成本、
得到了合同约定的收入,但在分享产后环节增值收益方面仍有改善空间。 各地在订单合同、专业合
作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建立股份合作型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经营权、农机具、资金等入股,让
农民成为股东直接分享收益。 到 2016 年底,以股份制为主要联结方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占比为

17郾 0% 。 比如江苏省生龙粮食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吸收农民以 2 200 亩土地入股,每亩折算 1 份
土地股,每亩每年保底收益为 800 元;4 位大户出资 1 200 万元,1 万元折算 1 份现金股。 在盈余分
配时,30% 归土地股,70% 归现金股,再各自按股进行分配。 此外,由一家龙头企业牵头、多个农民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用服务和收益联成一体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快速发展,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之间、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更加稳定、更具约束力的合作关系。 目前,安徽、河北已有省级
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37 个,聚合农业企业 620 多家、农民合作社 1 100 多家、家庭农场和专业大
户 2 800 多家,辐射带动广大农户共同发展。

三是多种联结方式并存的混合型模式日获青睐,受到普遍重视。 现代市场之间的竞争,已不仅

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市场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随着我国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分工分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上的主体日渐增多,利益取向也日渐多
元,采取更具兼容性、灵活性、包容性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
实际上从各地实践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也是丰富多样的,而且各种模
式之间也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关联、互有交叉的,一批经营主体探索采用了多元化、复合式的
利益联结机制。 比如,就同一企业,对具有试验示范性质的生产基地,一般是经营主体自己流转土
地,雇人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专用性强、品质要求高的原料供应,一般是采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股
份合作等方式,比如出口型订单或者中高端需求;对于需要长期稳定的优质原料供应,一般是采用
订单合同 + 保护价、专业合作等方式等;对于一般性的农产品原料,可替代性较强,多在市场上直接
收购,或者通过经纪人采购,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

四是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密切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民的利益联结。 当前,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进程不断加快,融合程度逐步加深,融合质量稳步提升。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
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求,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加工为第二产业、包括旅游、电商、服务等为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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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技术创新、要素渗透、模式再造等,打破产业边界,拓展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达到了

1 + 1 + 1 > 3 的融合效果。 特别是农业与文化、科技、教育、康养等深度融合,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
的蓬勃发展,显现出较高的产业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2017 年预计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
营收入超过 6 200 亿元,年接待游客 22 亿人次;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12 448郾 8 亿元,农村网店
达到 985郾 6 万家,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2 800 万人。 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打造新型业态、延伸产业链条
等,开辟就业创业的新途径,让农民增收渠道从相对狭窄的一产领域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第二、第三
产业,从农业的单一环节向农业内部循环、外部全链条拓展,从而把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了本地,让农
户获得了“ 跨界红利冶 。

总体来看,订单合同、专业合作等传统模式市场化程度较高,制度设计较为简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农户更易接受,但由于市场风险更多集中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方,农户享受低风险的同
时,在获取产业链后端增值收益上还不够充分。 股份合作模式属于紧密型联结,让农户成为股东可
以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风险,而且制度设计比较复杂,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农户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制定章程、组建理事会等,可以更好地约束产业链
上各主体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平衡利益冲突,实现稳定持续发展,未来将成为一大趋势。 多种联结
方式并存的混合型模式兼具各家之所长,对经营主体的内部管控能力、产业链建设水平等要求较
高,在大型龙头企业中采用的较多,并不适合规模较小的主体采用。 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为利益联
结机制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有助于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合作潜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的同时也会孕育出更多创新模式,值得关注。

二、对构建利益联结机制的认识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对此要予以充分肯

定。 据对 4 个省 48 个村 663 户农户的抽样调查( 以下简称:农户抽样调查) ,对于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合作的评价,56% 的农户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比较满意。 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入推进,各
地对利益联结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化,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实践,形成了多种创新型、紧密型、稳定型的
利益联结关系。 但客观讲,如何看待各种利益联结机制的紧密程度,要根据不同产业和不同方式的
特点来评判,不能一概而论。
一是取决于农产品的行业特性。 不同类别的农产品表现出不同的商品特性,决定了不同的利
益联结模式。 水稻、小麦、玉米等三大谷物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受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宏观调控影
响较大,而且较易存储和运输,因此这些行业的利益联结模式相对较为松散,除品牌化、定制化农产
品外,一般以市场化收购为主。 畜产品、蔬菜、水果等市场化程度较高,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比
如“ 猪周期冶 “ 蒜你狠冶 “ 豆你玩冶 等此起彼伏,而且产品不易存储和运输,因此这些行业的利益联结
关系较为紧密,以此来最大程度平抑风险和降低成本。

二是取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 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规
模小、实力弱、规范化程度还不高。 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未完成产业链布局,仅局限于农产品
产销环节,缺少精深加工和高效流通渠道,甚至与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难以达成互利互惠的合作。 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未认识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
本质特征,运行不够规范,经营管理、与农户开展合作等跟着感觉走。 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
与农户合作的经验,不了解、不熟悉各种合作模式的特点和要求,摸着石头过河,难以建立高效的组
织架构。 据农户抽样调查,未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合作的农户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合适
的合作对象,占比达 30% 。

三是取决于农户的素质和条件。 利益联结机制的一头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外一头是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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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一头热、一头凉冶 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农户缺乏必需的启动资金,无法开展规模化种
养殖;有的农户存在“ 等靠要冶 思想,诚信意识不强、邻里关系不睦;有的农户自身素质达不到合作
要求,年纪大、受教育程度低,难以掌握新型种养殖技术,等等。 据农户抽样调查,60 岁以上的劳动
力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占比达 51% ;学历以小学、初中为主,占比超过 80% 。 与此同时,由于失
信违约惩罚机制不健全,难以有效约束双方行为,道德风险较大,交易成本较高,达成高度稳定的合
作关系较为困难。
四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具备不同的生产条件,适宜发展
不同的利益联结模式。 平原地区土地较为平整,适合机械化耕作,开展集中连片生产、服务。 而丘
陵地区则大不相同,户均耕地规模较小,细碎化程度较高,地无三尺平、巴掌田、斗笠田的地方很多。
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 0郾 55 亩;安徽省庐江县卅埠村草岗组户均 7 块承包地;北京市
平谷区大峪子村户均 5 ~ 6 块承包地,最小的一块仅 24 平方米。 规模小、地块分散,造成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品种难以统一,达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标准。 据农户抽样调查,未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合作的农户中,因为地块分散等自然条件不好的占比达 20% 。 一些偏远山区受农业
生产、自然条件等制约,加入农民合作社的比例也远低于平均水平。

五是取决于与双方的认识。 只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认识到合作的好处、尝到共赢的

甜头,就会稳定持续地合作下去。 据农户抽样调查,合作期限超过 5 年的占比较高,达到 35% 。 但
是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对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再加上担心与农户
发生利益纠纷,不愿也不会与小农户打交道。 同时,一些农户只顾眼前利益、拿到现钱,不考虑长远
发展,或者担心对自己不利,不愿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入股等紧密型合作。 农户兼业化现象
较为突出,一些农户并没有期望在农业上获得多大收益,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的主观意愿不
强。 2017 年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为 37% ,呈下降趋势。

三、国外引导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做法
2016 年 G20 农业部长会议强调,家庭农场和小规模农场经营着全球大多数的农地,生产出了

全球大部分粮食,维系着全球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要支持可持续地提高小农生产力、竞争力和抵
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推动农村地区实现脱贫与增长,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小规
模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 据世界粮农组织对 81 个国家的可比数据分析,85% 的农
户生产面积小于 2 公顷,发展中国家小农的数量接近甚至超过 5 亿户。 欧盟 27 国 2010 年仍有

49% 的农场面积小于 2 公顷。 即使整体规模比较大的美国,小型农场( 销售额低于 25 万美元) 的
数量也占农场总数的 91% 淤。 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创设,优化要素配置,强化政策供给,引
导小农户参与现代产业分工体系,实现生产能力提高、生活水平提升。

( 一) 改革土地制度,将小农户打造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
土地是小农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各国普遍在土地制度上进行不断的改良与探索,使小
农户有权拥有土地、经营土地。
东亚地区在二战结束后普遍实行“ 平均地权冶 的土地改革运动,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土地资

源,强制转让给无地或少地的小农户,实现“ 耕者有其田冶 ,并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土地管理措施。 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引导土地适度集中,促进小农户扩大规模,也
逐渐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导向。 日本自 21 世纪以来逐步放松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扶持发展农
业生产法人,农地规模经营比例由 2000 年的 27郾 8% 提高到 2014 年的 50郾 3% ;韩国规模超过 2 公
淤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2013 年 6 月报告《 投资小农农业,促进粮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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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土地的农户占比从 1985 年的 5郾 7% 上升到 2010 年的 15% 。

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保留土地制度私有制不变的基础上,防止土地分散、细碎化,努力提高农

户或农场主的经营规模。 法国对 55 岁以上的农民在将土地转让给其他经营者的前提下,一次性发
放“ 离农终身补贴冶 ,让有经营能力的农户发展规模经营。 同时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 1

个,以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 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的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
田,整治为标准化农场后低价出售给有经营能力的农场主。 目前法国 20 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已不足

50% ,比 1955 年下降了 30 个百分点 [1] 。 德国颁布了《 农业法》 和《 土地整治法》 ,采取强制手段对
农地进行了调整,使之连片成方。 同时鼓励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流转,对购买土地的农场提供政府
低息贷款,对出售和出租土地的农民进行现金奖励 [2] 。

拉美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先后进行了土改,收缴部分大地产的闲置土地并转让给无地农户,鼓

励无地贫困农户开荒,使几百万农民获得了土地。 巴西通过土地改革,使得 4郾 5 万个家庭得以在农

村定居。 1999 年,巴西成立土地银行,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 1 年时间,
此类信贷高达 2郾 67 亿雷亚尔,约 1郾 56 万家庭从 27郾 6 万公顷土地中受益 [3] 。
( 二) 组织带动农户,让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成立相关组织,将小农户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生产、面对市场,才能应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效途径。
一是东亚地区的农业协同组合。 日本按行政区划打造了一个遍布全国乡村的农业协同组合

( 农协) 体系,成为小农之家。 农协为小农户提供生产生活资料采购、金融信贷、育苗育种、市场销
售、技术指导等全方面服务,极大提高了小农户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
参照日本的经验,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农业协同组合体系,将本地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发展。

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业合作社。 早在 19 世纪中叶,欧美地区开始涌现出农民的组

合———农业合作社,农民自愿组合和加入,通过提供服务、联合谈判等方式,组织小农户发展生产、
进入市场。 二战结束后,合作社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欧美农业合作社规模迅速扩大,德国农民农
业合作社参与率达到 70% ,美国与法国则高达 80% 以上 [4] 。 拉美、非洲、东欧、东南亚等地区的国
家也迅速推广,在全世界形成了合作社发展浪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等国家农业合作社发
展呈现许多新的趋势。 在发展理念上,从以满足成员需求为首要宗旨,转向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
向,更加强调合作社的营利性。 在治理机制上,通过股份制方式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入董
事会、职业经理人等公司化组织模式;在筹资方式上,通过资本市场上发行优先股,或从银行大举借
债,利用外部资金发展合作经济。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平均负债高达 64% ,规模越大的合作社资产
负债率越高 [5] 。 在产业内容上,寻求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和延伸,通过兴办合资企业、组建战略联
盟、实行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实现合并与兼并,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在运行范围上,实行开放
办社,吸纳国外成员加入,开展国际业务、开发国际市场。 荷兰的花卉合作社吸纳亚非花农加入,国
外社员占比超过 10% 。

三是欧美的农业( 农民) 协会。 这些协会大多是在自愿、民主基础上建立的农业行业组织,代

表小农户以及不同经营规模、不同经济形式从业人员的行业利益,向议会提合理化建议,或者游说
政府,使国家的法规、政策更加符合农民的意愿。 德国 90% 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 [6] 。 同时
这些协会还将为会员提供服务作为自身重要职能,向小农户提供技术、市场和政策等信息,对成员
进行生产、销售和管理等培训,协调国内外促销活动。
四是农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地区出现的农工商联合体。 这是在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集约化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小农户( 家庭农场) 、合作社和公司三者组成了以股权或
合同为纽带形成的产业链一体化利益共同体。 法国通过发展“ 农工商一体化冶 ,组织农场以合同形
式与工商企业合作,出售农畜产品,并由企业向农场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服务,提高了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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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1] 。 荷兰的鲜花产业集群,就是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生产,通过专门的合
作社和企业进行销售推广、科研开发、物流运输,集群还建立了包括拍卖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网点
的三级花卉流通体系,集合大学、科研机构、国家组建的研究所、企业自办研究所,不断研发新技术、
新品种。 这种组织模式将小规模农场纳入整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让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0郾 06 公顷的
荷兰成为世界闻名的鲜花之国 [7] 。

五是美国重新复兴的农夫市场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美国“ 地方性冶 消费理念逐渐兴起,

已经衰落多年的“ 农夫市场冶 这一市场模式又呈现复兴态势,为小规模农场进入市场提供了一种有
效组织形式。 根据美国官方定义,农夫市场是“ 至少 10 个农民聚集在一起,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他
们的农产品,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低价的食品,同时提高农民收入的市场行为冶 ,所强调的核心要素
是农民生产者以及其直接销售的市场行为。 美国于 1976 年颁布了《 农民———消费者直接销售法
案》 ,并向各州农业部门拨款,帮助小农场主直接销售他们的农产品。 1970 年全美农夫市场仅有

340 家,而到了 2012 年,农夫市场的总数已经达到 7 864 个,平均每个县约有 2 个农夫市场,极大帮
助小规模农户解决了进入市场难的问题,成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分销形式 [8] 。
( 三) 政策支持,提高小农户自身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针对小农户自身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不强的问题,各国普遍出台了多种形式的扶持政策,为小
规模农户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支持小农户提高竞争力。
一是税收减免。 各国对农业普遍采取了免税、减税政策,特别是对小农户以及合作社。 德国规
定农业企业、合作社可获得免缴营业税、机动车税的待遇。 巴西规定,对农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农

民收入在 1郾 5 万雷亚尔以下的所得免税;如果亏损,3 年内可以在税前所得中扣除。 意大利对农民实
施免除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如果商户从农户手中购买农产品,要给予商户 20% 的价外增值税补贴。

二是财政补助。 财政直接或间接补助依然是各国支持小农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韩国农民收入的 50% 源于各级政府的补贴。 欧盟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2014—2020) 新增了对于
小农户的直接补贴,申请加入小农场直补的农场主,每年可以获得金额在 500 欧元至 1 250 欧元之
间的固定补贴。 波兰自 2004 年加入欧盟后,欧盟对波兰农民购买农机具补贴力度达到 50% 。

三是风险防控。 与传统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不同,现代农业依靠高投入实现高产出,大多数小

农户必须依靠贷款才能完成基础设施和流动资金的投入,负债率和杠杆率较高。 西班牙建立了比
较健全的农业保险管理机构,政府通过调整保费补贴和保险费率标准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9] 。 加
拿大引导合作社提高农户的风险防控能力。 面对自然灾害导致的农户产品质量下降,合作社通常
会收购农户一些质量不高的产品作为动物饲料,降低农户受灾损失。
( 四) 导入现代化生产要素,激活小农户发展活力
与股份制公司或大规模农场主相比,小农户的体量有限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获取资源要素、
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不足。 各国政府通过各类企业和农业组织,以市场化的手段为小农发展注入
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现代生产必须的资源要素,支持其发展现代农业。
一是技术支持。 一方面,一些国家将实力较强的农业企业,纳入农业技术研发和转化体系中
来,提高技术研发的针对性,在品种繁育、改良、养殖、种植技术等方面加强研发和推广,帮助农户改
善生产能力。 另一方面,发挥各类合作社、行业组织和农业企业的服务作用,为小农户提供生产资
料、农技培训、信息共享、产品销售等全方位服务。
二是人才培养。 各国在加强培训、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为小农户( 农场)
发展筛选人才,将更合适的、具有现代化技能和理念的人才引入农业。 日本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
农村劳动力进行岗前培训;加拿大设立了合作社发展基金,专门为合作社的成员提供免费的培训服
务。 德国创立了农业企业和职业教育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 双元制冶 农业中等职业教育模式,受教
育者在职业学院进行非全日制理论学习的同时,以学徒的身份在农业企业的劳动岗位学习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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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业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职业教育合同文本,管理“ 农业师傅冶 “ 专业农民冶 等相关职业认证资
格考试。 1997—2010 年的数据表明,接受过双元制农业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
的 50% [10] 。

三是融资服务。 针对小农户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各国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合作金融体

系,注重发挥农村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为小农提供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 美国专门设立了合作
社银行,为农业合作社提供设备和生产贷款,提高合作社为小农服务的能力。 农业合作社的利息通
常低于工业贷款利息的 1 / 3 ~ 1 / 2。 法国农户 90% 以上的农业贷款由信贷合作社提供。 日本依托
农业协同组合,成立了由基层农协、信农联( 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 、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
联协会( 由信农联和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加组成) 三级机构,吸收农村存款,服务于农协会员 [11] 。

四是信息支撑。 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建设多层次的农业数据平台,及时将价格、生产、供求、气

候等信息传递给小农户,帮助小农户应对自然和市场变化。 美国自 2000 年起开发了将近 2 000 个
农业信息网络系统,覆盖美国全部的州、墨西哥和加拿大 20 多个省以及欧洲十多个国家,农业生产

者( 农场主) 通过手机、电脑或其他终端,可以随时掌握农业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的信息资源。
建设了 780 多家农业情报机构,定期发布各类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等价格及行情走势,为农场主
生产提供参考 [12] 。 澳大利亚形成了由专门机构和相关协会共同承担,农户自发参与的农业信息采
集系统;由政府部门、研究单位以及相关协会跨部门协调配合的农业分析团队,为包括小农户在内
的各类主体提供信息预警与发布服务 [13] 。

四、政策建议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就是要让小农户切实分享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好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要努力构建起与小农户的合作共赢关系。

一要把握和适应小农户的发展趋势。 再过 10 ~ 15 年左右,目前现有五六十岁的务农主力将会

逐渐退出农业领域,而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转移就业又很难回村种地,势必促进土地流转比例、规
模化经营程度等进一步提高。 为了适应和引导这一趋势,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继续
从事农业的小农户提供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降低小农户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另一方面要积极
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把现有的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
道,也为“ 接盘冶 未来的大量流转土地打好基础。
二要重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各自优势。 在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发挥多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重点帮助小农户处理好农业生产中关键环节面
临的问题,解决小农户依靠自身力量办不好、办不了、办起来不经济的困难。 小农户拥有土地、劳动
力,精耕细作,适合进行农业生产。 家庭农场的内核是农户经营,虽然流转了一部分土地,但也具有
小农户生产的特点,对小农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的互助性服务组织,在动员和
组织小农户方面具有制度优势,适合提供农业生产服务。 龙头企业拥有人才、技术、资金等先进资
源要素,适合发展技术研发、农产品加工流通、品牌打造等。
三要尊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自愿选择。 在利益联结机制的选择上并没有高低、优
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 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不同利益诉求下,各种利益联结模式都
有发展空间,不在于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关键是要稳定和有效,在实践中要坚持“ 三个不能冶 :不
能急于求成,要顺其自然,注重政策引导;不能搞行政强迫,要尊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尊重
农民的意愿;不能搞一刀切,采取何种联结方式,要由各经营主体和小农户自主选择。
在此基础上,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工作,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发展生产经营的基本前提。 要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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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导向,在规划制定、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进一步倾斜,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点放在农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发展提供完备的硬件基础。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制度,加快划定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快高标准农田、骨干
水利工程和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投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改善生产设施条件。
二是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发展生产经营的制度供给。 推

进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冶 ,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加快
研究制定落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配合修订好农村土地承包法,健全承包合同取得、登
记记载、证书证明的确权登记制度,让小农户吃下“ 定心丸冶 。 同时,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
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落实土地经营权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入股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等政策,也让流入土地的经营主体吃下“ 定心丸冶 。 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规
范建设,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体系,让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心、安心开展合作。

三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小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趋势。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 鼓励农民在自
愿前提下,探索采取互换并地、按户连片耕种、一户一块田等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 积极发
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开展土地托管、代耕代收、联耕联种等多种服务方式,降低小农户劳动强度和
生产成本。 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合作社,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型专业合作社等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重视非农户退出承包地问题,研究不在地承包农户大
量并长期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引导进城落户的非农户有偿退出承包地。
四是发展家庭农场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引导、支持小农户发展家庭农场,同时依托家庭农场,
促进农民合作社提质和规范化建设。 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推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落到实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支持力度,不断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只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规模扩大了、实力增强了,才
能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五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关键。 现阶段利益联结机
制稳定比紧密更为重要。 要及时总结各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小农户联合合作、建立稳定
型利益联结机制的成熟经验,细化制度安排,完善配套政策,推广一批可操作、易接受的典型模式。
要通过完善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就业带动、服务带动等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特别是
贫困户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紧密合作,打通从农业生产向加工、流通、销售、旅游等二三产业环节连接
的路径,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让小农户增收渠道从相对狭窄的一产领域扩展到更为宽
广的第二、第三产业。
六是建立正向激励和失信名单机制。 这是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小农户
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政策红利分享制度,把带动小农户的数量和增收效果
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考核、政策支持的主要指标。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就
业容量,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他们的工资性收入。 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资金、农机具

等入股,以“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冶 的方式获得股金收入。 可根据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分红等情况,
按一定比例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贴。 另一方面,对于不严格履行合约、少收拒收,甚至坑农害
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时向社会曝光,纳入失信名单,在政策支持、金融服务、资质认定等方面
给予相应惩罚。 加强对小农户的教育引导,通过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选活动,弘扬诚实守信的良
好风气。
七是优化指导服务。 以帮助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为导向,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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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辅导员制度,在县乡两级聘请农经、农技、乡镇干部、大学生、致富能人等作为兼职辅导员,指
导、帮助和协调各经营主体现代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 健全农民培训体系,就地培育一大批热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 开展全国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示范县
创建工作,引导地方统筹谋划、整体协调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等工作,优
化主体、产业和区域布局,探索扶持方式方法,推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小农户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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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the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of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 and Small Household Farmers
WANG Lejun摇 KOU Guangzeng摇 WANG Silie
Abstract摇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uide the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 and small household farmers to establish a stable and
effective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businesses and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modes such as order鄄based agriculture and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still dominate. New
modes such as joint鄄stock cooper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lliance are flourishing. Mixed modes within which multi鄄
ple modes coexist are increasingly favored,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鄄
tries in rural areas has picked up pace. The choice of the mode of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鄄

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agribusiness, the quality of farmers,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sides.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mall household farmers, respect the independent choice

from the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 and small household farmers, bring their advantages to the full,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consolidate the basic rural operation system, develop appropriately scaled agri鄄

cultural operations of various forms, establish a positive incentive and dishonest鄄list mechanism, further optimize guidance
service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close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of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 and small household farm鄄
ers.

Keywords摇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 Small household farmer; Benefit affiliating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