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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开展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有效载体ꎬ使农业生产走上标准化、规模化、一体化经营

的现代农业之路ꎮ 该文通过调研桐庐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及发展模式ꎬ分析了以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科
技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为手段ꎬ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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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有效组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产、创新化发展ꎮ
２.１

合作社内部管理规范化
合作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的集体领导班子ꎬ下设

经营活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片组长ꎬ制订出台了合作社章程、工作制度等一系列

设、农业发展提速以及农民增收等方面扮演着积极

内部控制制度ꎬ做到职责到岗ꎬ落实到人ꎻ一级抓一

的角色ꎬ而现代生态农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

级ꎬ事事有人做ꎬ人人在做事ꎬ实现了上下联动ꎬ敬业

现代管理手段ꎬ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ꎬ协调发展

为社ꎬ内部管理井然有序ꎬ被评为“ 规范化农民专业

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ꎬ使经济、

合作社” ꎮ 同时作为全县唯一一家与行政村财政独

生态、社会三个效益达到有机统一ꎮ 本文基于调查

立核算的合作社ꎬ在财务核算上ꎬ聘请专业财务人员

分析桐庐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特点ꎬ

持证上岗ꎬ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规则和合作社的财

探索如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ꎬ通过规范化管

务制度ꎬ 对资金、 物资、 商品运转 交 接ꎬ 实 行 “ 四 联

理ꎬ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带
动产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和谐发展ꎮ

签” ( 即经手人、证明人、财务负责人、社长签名) ꎬ并
向主管部门按期报送财务报表ꎬ按季向社员公开资

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管理经验供相似地区参考ꎮ

金运作和财务状况ꎬ年终聘请社会中介审计机构进

２

行审计ꎬ财务运行公开透明ꎮ

桐庐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管理模式的特

点
桐庐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主要经营粮油和食用
菌生产ꎬ集生产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收购和销售为
一体ꎮ 目前已拥有社员 ５８１ 户ꎬ技术人员 １０ 名ꎬ管
理人员 １２ 名ꎬ固定资产 ３２０ 余万元ꎬ生产管理用房

２ ２００ｍ ２ ꎬ土地流转面积 １ ２７０ 亩ꎬ占全村耕种面积
的 ７９.３８％ꎬ联结服务生产基地 ２ ５００ 余亩ꎬ农户 ５８０

２.２

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
一是执行标准化管理ꎮ 做好统防统治全能服务

工作ꎬ从育秧、播种、机插、机收( 收割) 、烘干等进行
一条龙服务ꎬ重点做好统一种植、统一机插、统一植
保、统一收割的“ 五统一” 服务工作ꎬ降低生产成本
和劳动力ꎬ提高经济效益ꎮ 严格按照防治标准ꎬ实施
统一防治时间、防治对象和防治方法用药ꎻ推广应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ꎬ促进了统防区农药使用结构

余家ꎬ基本实现全村村民全覆盖ꎬ实施病虫害统防统

的优化ꎻ引进应用机动喷雾器减量施药ꎬ降低成本ꎬ

治ꎮ 概括其管理模式特点为:规范化管理、科技化生

提高效率ꎮ 及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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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社员及周边农户的技术培训ꎬ定期聘请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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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新发展生态农业技术ꎮ 合作社作为绿色

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ꎬ增强了农业竞争力ꎬ加快了农

防控示范区ꎬ在生产中树立农田景观多样化理念ꎬ科

业产业化进程ꎮ

学应用稻田养鱼( 鳖) 、放养青蛙、种植诱虫作物和

３.２

发挥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控制作用ꎮ 通

门合作进行技术攻关ꎬ通过试验示范ꎬ开展科学技术

过相关水稻害虫治理的生态工程和绿色防控先进适

培训和新技术示范活动ꎬ引进新品种ꎬ提供科技服

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有效集成ꎬ以点带面ꎬ在

务ꎬ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ꎮ 如建立一个水稻病虫

美化乡村、农田环境的同时ꎬ推动了当地生态农业的

害 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区ꎬ面积约３００亩ꎬ辐射面积

发展ꎮ

１ ５００ 亩以上ꎬ使化学农药使用量比农户自防区减少

蜜源植物、生物农药防治等生态治理技术ꎬ以调节并

三是因地制宜ꎬ大力发展以水稻、油菜生产为主

的粮油产业ꎬ逐步形成了“ 合作社 ＋ 农户” 的经营模

提高了农业的科技化水平
合作社根据生产需要和农产品特点ꎬ与农业部

３０％以上ꎬ示范区有害生物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１０％

以内ꎬ农产品品质与质量安全得到保障ꎬ生态稻米品

式ꎬ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生产ꎬ同时实行品种、栽

质、品牌效应大幅提升ꎬ稻鳖共养区亩产效益超万

培、收购、品牌、销售“ 五经营” 的管理模式ꎬ形成了

元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ꎮ

过程控制监督管理机制ꎮ

３.３

２.３

经营发展模式创新化

收益惠及社员
合作社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ꎬ以社员为核心ꎬ以

一是以现代生态农业为抓手ꎬ多种经营共发展ꎮ

市场为导向ꎬ通过统一生产资料的供应来降低生产

合作社先后引进 “ 水稻、 泥鳅、 虾共养” 、 “ 稻、 鳖共

成本而增加社员收入ꎬ通过科技服务提高农产品的

养” 、“ 稻、菇轮作” 等项目ꎬ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ꎬ

产量和质量来增加社员收入ꎬ通过统一市场销售提

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ꎬ经济效益有效提高ꎬ也为

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来增加社员收入ꎬ通过品牌服务

当地农民增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式ꎮ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来增加社员收入ꎮ 由于村民们

二是拉长了产业链ꎮ 合作社打破了传统单一粮

基本都加入到合作社中ꎬ因此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有

食生产的模式ꎬ在粮油生产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前提

效地带动了村民致富ꎮ ２０１３ 年底ꎬ合作社对核心区

下ꎬ实现四季种植、套种的模式ꎬ拉长了产业链ꎮ 并

块 ５５０ 余亩农田分配年收益每亩 ７２０ 元ꎬ其他区块

新建生产用房 １ ５００ｍ ꎬ购置 ４ 台 １０ 吨自动柴油烘

５１０ 余亩农田分配年年收益每亩 ６００ 元ꎻ 并对 ４８２

装、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ꎬ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ꎮ

３.４

２

干机ꎬ并与兄弟合作社联营ꎬ确立了由合作社统一包
三是销售渠道多样化ꎮ 引进了农业电子商务ꎮ

户社员进行了股份分红ꎬ每户分红 １００ 元ꎮ
加快了品牌农业发展

合作社立足于发展品牌农业ꎬ大力培育产品品

农村基础设施差ꎬ交通、通讯不够发达ꎬ难以得到及

牌ꎮ 合作社成员统一执行标准化生产规程ꎬ为市场

时、准确、可靠的市场信息ꎮ 电子商务跨越了时间和

提供优质品牌农产品ꎬ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ꎮ 建立

地域的界限ꎬ可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掌握市场信息ꎬ

了绿色大米品牌“ 红亩墩” ꎬ品牌效应实现了消费市

根据市场需求ꎬ合理组织生产ꎬ实现了销售渠道的多

场对产品的可追溯性ꎬ绿色生态农产品推向千家万

元化ꎮ

户ꎬ产品供不应求ꎬ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ꎮ 以现代

３

科技将农业生产工业化、现代化、品牌化ꎬ让农村呈

合作社在推动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中的作

用

３.１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现出新的活力ꎮ
３.５

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由于合作社实现了统一规范的生产经营管理ꎬ

以往散户在农业生产中往往先进技术推广应用

在带动全村增收致富的同时ꎬ也帮助村里解决了邻

难度大、传统理念难转变ꎮ 合作社采取统一技术标

里矛盾ꎬ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ꎬ对当地生产实

准ꎬ统一病虫防治ꎬ统一生产经营管理等服务ꎬ从根

际及风土人情十分了解ꎬ老百姓也愿意相信他ꎮ 这

本上改变了一家一户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ꎬ充分发

种先进的发展管理经验也传授到邻近村ꎬ有效带动

挥“ 联结、纽带、组织、载体” 功能ꎬ实现了规模化生

了当地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ꎮ 通过合作社的发展ꎬ

产和标准化示范ꎬ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ꎬ降低了

充分满足了农民日趋强烈的合作愿望和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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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需求ꎬ有效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

进ꎬ为农产品注册商标、证明商标ꎬ实现品牌的做大

合算和村级组织管不了的课题ꎬ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做强ꎻ多方拓展销售渠道ꎬ引进农业电子商务ꎬ通过

使农民分享产业化经营利益的效果ꎬ同时也成为了

网络平台突破地域限制ꎬ大大提升信息传递效率ꎮ

反映农民诉求的途径、化解矛盾的抓手、促进和谐的

多样化的发展方式在提高农民收益、增产增收、提升

桥梁ꎮ

品牌知名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是合作社不断壮

４

大的推动力ꎻ解决了农村居民因农忙、农闲季节的时

４.１

合作社建设经验
规范化管理是根本
以组织规范、生产规范、管理规范入手ꎬ建立规

范化运行机制ꎮ 坚持规范办社的方针ꎬ内部规章制

间分配而出现的社会问题( 如农忙抢劳力、农闲赌
博现象流行等) ꎬ使劳动效率有效提高ꎬ促进了农村
社会的和谐发展ꎬ为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一种
因地制宜的方式ꎮ

度健全ꎬ除 合 作 社 章 程 外ꎬ 建 立 包 括 « 资 产 管 理 制

度» 、« 成 员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 « 理 事 会 工 作 制 度» 、

参考文献

«监事会工作制度» 、« 学习培训制度» 、« 议事规则制

[１]

理制度» 、« 生产销售管理制度» 等一系列规则制度

[２]

度» 、« 社务公开制度» 、« 盈余分配制度» 、« 商标管

并上墙公布ꎬ使合作社各环节工作有章可循ꎻ规范理
事长、执行监事和各部门人员的责、权、利ꎬ生产科、
财务科、购销科等各科室职责分工上墙ꎬ保障了全体
成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决
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ꎮ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ꎬ聘请社
会中介审计机构进行审计ꎬ管理规范ꎬ运行透明ꎮ 社
务公开ꎬ切实做到依法办社、依章办事ꎮ
４.２

科技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是动力
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紧跟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需

求ꎬ创新性地引进稻鳖共养、稻菇轮作等项目ꎬ选用
优质良种ꎬ实行病虫害绿色防控ꎬ调节并发挥农田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控制作用ꎬ使农产品产量
提高的同时ꎬ农产品品质、质量安全提升ꎬ生态环境
安全得到保障ꎬ助推当地色彩农业、生态农业的发
展ꎻ开展统防统治工作ꎬ通过“ 五统一” 服务ꎬ实现标
准化生产ꎬ从而减少农药使用量ꎬ促进增产增收ꎻ积
极运用土地流转手段ꎬ提升土地经营规模ꎬ在实现规
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同时ꎬ实行“ 五经营” 管理模式ꎬ
形成了过程控制监督管理机制ꎬ促进了生产经营的
规范化发展ꎮ
４.３

经营发展方式的多样化是保障
运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理念ꎬ打破传统单一粮

食生产的模式ꎬ根据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点ꎬ在农闲
时发展食用菌产业ꎬ实现四季种植ꎬ有效提高了土地
的利用率ꎬ实现作物残体的资源化利用ꎬ符合今后现
代农业的发展方向ꎻ以稻鳖共养等生态化生产的大
米ꎬ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ꎬ通过品牌化经营的推

[３]
[４]

孙亚范ꎬ余海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
因素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ꎬ２０１２(０６) :４８－ ５８ꎬ ７１.

黄胜忠. 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机制 研 究

[ Ｊ] .经济问题ꎬ２００８(０１) :８７－ ９０.

曹俊杰. 我国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条件及对策 分 析

[ Ｊ]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６ꎬ ２２(０３) :１６－ ２１.

洪文英ꎬ吴燕君ꎬ林文彩ꎬ等.绿色防控模式对叶菜害虫

的控制作用及综合效益评价[ Ｊ] .浙江农业学报ꎬ２０１４ꎬ

２６(０４) :９８６－ ９９３.

４６

洪文英等: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的现代农村发展模式探讨———基于桐庐农发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Ｔｏｎｇｌｕ
Ｎｏｎｇｆａ Ｇｒａｉｎ ＆ Ｏｉ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ＮＧ Ｗｅｎｙｉｎｇ１ ꎬ ＷＵ Ｙａｎｊｕｎ１ ꎬ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ｌｅ２

(１.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３１００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Ｊｉａｎｇｇａｎ Ｃａｎ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３１００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ｕｌｄ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Ｔｏｎｇｌｕ ｎｏｎｇｆａ ｇｒａｉｎ ＆ ｏｉ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ｒｍ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