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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村办农场形式实现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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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发展家庭农场,实现现代农业备受关注。 该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家庭农场实现现代农业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在中国推进家庭农场可能会出现的弊端,提出了吸取现代企业制度经验,以村办农场形式实现
中国农业转型的五个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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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

农场等四种形式,以家庭农场为主流。 但是通过分

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在这样

析不难发现,这四种形式在实现耕地集中种植、实现

一种政策环境下,家庭农场的概念受到特别关照,家

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民利益等方面均存在这样

庭农场被大力推进。 最近农业部明确了家庭农场的

或那样的问题。 还难以达成共识。 中国人多地少,

概念,第一是农村户籍,第二是适度规模,第三是以

人均耕地面积排在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中的 126 位

家庭成员为主,第四是主要收入来自农业。 在美国

以后,农业需要供养的人口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发

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家庭农场适应农业人口比例小、

展家庭农场不能一拥而上。 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耕地资源丰富的特点,农民在自有土地上经营,也有

制无法实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进一步分工,无法实

的以租入部分或全部土地经营,农场主本人及其家

现耕地规模化利用的问题,针对城镇化进程中,部分

庭成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地区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地里种田的现

目前,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发展家庭农场的规划,
有的地方明确 70% 以上的农业用地由家庭农场经
营,有的地方确定每年要培育 100 个家庭农场。 根

据农业部公布的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
结果,截至 2012 年底,全国 30 个省、区、市( 不含西

藏) 共有符合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 87. 7 万个,
经营耕地面积达到 1. 76 亿亩,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

模达 200 亩,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 6. 01 人,
其中家庭成员 4. 33 人,长期雇工 1. 68 人。

如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现代

农业,目前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
题。 一般认为有种粮大户、合作社、资本下乡和家庭

象,中央政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可持
续发展中“ 谁来种地冶 这一问题,但与此同时,也须
防范资本下乡圈地,在国家政策研究期就应及早规
划管理,防患于未然。 本文在分析发达国家发展家
庭农场实现现代农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吸
取现代企业制度经验,以村办农场形式实现中国农
业转型的政策建议。

1摇 发展家庭农场是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成功经验

1. 1摇 发展家庭农场的必然性

纵观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可以发现,家庭农场

是一种被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的农业经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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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但是,为什么迟至今日,中国才提倡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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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930740) 阶段研究成

发展家庭农场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土地的
集中种植,二是装备现代化如机械化作业。 这两点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并不具备。 在中国农村实行家
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较多土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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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是较早的一种家庭农场模式,但规模和数
量有限。

当代英国的农业是按照欧洲农业标准建设、组
织生产经营的,具有高效、集约、机械化、专业化、区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在中国,耕地

域化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土地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

集中经营的条件逐步具备。 首先,工业化、城镇化吸

率都比较高。 英国政府鼓励扩大农场规模,对放弃

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土地的集中种植创

经营的小农场主发放补助。 英国用 1% 的劳动力生

造了条件。 其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
节约了大量劳动力,为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

产了本国所需要农产品的 60% ,3 / 4 的家庭农场没
有雇工,租赁或半租赁经营的家庭农场也大多依靠

了条件。 10 年前,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家庭种植 10

夫妇二人经营,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生产,平

在,由于播种、收割这两个最耗费体力和人工的环节

1. 3摇 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背景

亩水稻都显得吃力,因为插秧、收割都依赖人力。 现
在大部分水稻种植区已经实现机械化,两个青壮年

均规模为 60-70 公顷。

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扩大耕地

劳动力可以顺利完成百余亩耕地的种植任务。 没有

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农民温饱等方面做出了积

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即使土地可以集中和

极的贡献。 201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58 957 万吨,

流转,由于单个家庭有能力种植的土地有限,家庭农
场也不会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工业化和城
镇化,也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1. 2摇 世界各国家庭农场的主要特点

放眼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清晰而明确。

在 2011 年“ 八连增冶 的基础上又增产 1 836 万吨,实
现了历史性的“ 九连增冶 。 但靠继续增加农业水土
资源已没有多少余地,必须靠提高单产。 而提高单
产,靠继续增加使用化肥农药,不仅效益在降低,而
且破坏环境,也难以为继。

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竞争力,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优先战略的

须走良田规模化、良种产业化、良法技术化( 科技)

实施,保证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矛盾与压力

和装备化( 投入) 的道路。

日益突出。 农业现代化越来越需要现代农业技术的

现在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可供养 125

支撑和现代农业制度的创新,需要以良田为载体,良

建立在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条件之上,生产要素逐

目前中国农村领域突出的问题之一为农村中产

步向优势农户集中,家庭农场数量减少、规模不断扩

生的效益不一定能为全部农民共享,但是农村中出

大,专业化程度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家庭农场

现的社会问题,却需要所有纳税人直接的或间接的

平均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

承担。 关于中国农业、农民、农村和农地的任何制度

平。

设计,首先要充分讨论,其次要反复探索试点,才能

人,而且还可以出口大量农产品。 美国农业现代化

田、良法和良种的有机结合。

日本在 20 世 纪 中 期 推 行 “ 耕 者 有 其 田冶 的 政

确保取得实效。 发展农场经济,要有利于稳定农村

策,曾限制家庭经营规模,要求把农户拥有土地规模

土地承包关系,有利于农民共同增收致富,有利于提

限制在 33 公顷以内。 在 20 世纪下半叶,日本推行

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有利于农村资源要素优

“ 自立经营农户冶 政策,经历了推动规模经营的艰苦
过程。 1952 年日本取消了农户经营土地规模不得
超过 3 公顷的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制定了
一系列促进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

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大国、世界第二农产品出

化配置。

2摇 在中国发展家庭农场可能会出现的弊端
2. 1摇 家庭农场的连续性可能会无法保障

因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发育及还不是很充分,因

口大国,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集中度优势明显。 法

此家庭农场的连续性问题,也就是家庭农场主的继

国农场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占农业劳

承人和接班人问题,在理论界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

动力的 92% ,土地租赁经营、自有土地经营各占法

视。 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或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问

场、发展中型农场,对中型农场的土地购买、贷款和

的民营企业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计划,缺乏科学的接

国农场半壁江山。 法国支持合并小农场、限制大农
税收给予优惠,中型农场对土地购买享有优先权。

题,已经显现了出来。 据相关研究,中国 90% 以上
班人培养机制。 大股东一股独大,同时制约董事会

杨邦杰等:探索以村办农场形式实现中国农业转型发展

3

的权利,管理权交给谁,大股东一人说了算,根本原

庭农场制度上就无法协调。 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农

因是受子承父业的传统思想影响,现在很多民营企

村,土地不能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必须进行以公

业家将接班人与继承人的概念混淆了。

平为前提,兼顾效率的经营制度。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接班这个问题一直摆在民
营企业家和他们的儿女面前,却并非是一条顺理成

2. 3摇 家庭农场与社会化服务在短期内很难有效对
接

章的康庄大道。 JP 摩根公司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

摇 摇 现代农业是生产要素集中使用、高投入、高产

代的也就一成多点;能传到第四代的,仅千分之一。

要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 单靠一个个的家庭农

因此,无论是企业内部选拔还是将继承人培养成接

场,不可能在购销种子、化肥、农药,统一机耕、机翻、

班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首先要做的是将民营企业

机播,农业科技推广和农场品运输、加工、销售等整

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开放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

个环节上实现规模化,很多环节需要社会化服务体

让这些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能够有发挥的空

系的支撑。 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又同农业现

间。 一代民营企业家已经老了,掌管企业的是谁并

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很多地方在社会化服务

不重要,重要的是接班人一定要有职业经理人的素

不健全的情况下采取了“ 公司加农户冶 的经营模式,

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撑起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

农户搞生产,公司搞市场。

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

如果中国选择大力支撑家庭农场发展,家庭农场主

出,高度信息化、市场化的农业。 发展家庭农场,需

1993 年初,以“ 公司加农户冶 为代表的农业产业

要依靠农场主的经营能力和经验生存,那么,在不远

化经营模式在山东潍坊一经提出便发展迅速,在全

的将来,必将出现家庭农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法

国掀起了发展“ 公司加农户冶 模式的热潮。 20 世纪

保证的问题。
2. 2摇 家庭农场主与农民的利益共享机制无法搭建

家庭农场能否存续下去,土地制度至为关键。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国内的“ 公司加农户冶 模式在发

展过程中并不顺利,甚至还可以说出现了重大挫折。
据研究,中国一些大型农业企业搞的“ 公司加农户冶

30 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

模式,有 80% 以上的案例不成功。

策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期限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民在“ 公司加农户冶 的模式下按股分红很难有效实

素。 如果政策只给予农民几年的承包期,农民是不

施。 早 在 2001 年, 针 对 工 商 企 业 经 营 农 地 问 题,

的成功,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政

可能有这么大积极性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的。 家庭
农场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责任

在市场经济不是充分发育的状况下,企业和农

《 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
通知》 提出:工商企业或单位随意租赁和经营农户

到户,不能自由买卖,只能流转。 家庭农场大部分土

承包地,隐患很多,甚至可能造成土地兼并,使农民

地必然是通过流转得来,而流转来的土地的稳定性

成为新的雇农或沦为无业游民,危及整个社会稳定。

就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家庭农场每年经营的土地规

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

模变动太大,显然是对农场经营极端不利的。 土地

户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动员和组织。 因此,对于“ 资

的流转如果大部分是短期的,家庭农场主就没有专

本下乡冶 ,今年一号文件也是有抑有扬、有保有压。

心经营的积极性,他们也不会在短期承租的土地上
做长期的投资,这对于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但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是否愿意长期转租土地,
取决于外出务工农民对于自己在城市立足可能性的
考量。 如果城市始终视农民工为过客,那么农民工
也难以在城市找到归宿感,农民工有叶落归根的想
法,就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长期转租。
家庭农场主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就会具有
强烈的“ 私有性冶 和“ 排他性冶 ,家庭农场追求利润的

冲动与全体村民对集体土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在家

一方面,要“ 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

包耕地( 林地、草原) 准入和监管制度冶 ;另一方面,
要“ 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
化经营的种养业冶 。

3摇 吸取现代企业制度经验促进村办农场发
展的政策建议

3. 1摇 建议以村为单位注册村办农场

尽快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的政策,建议

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家庭农场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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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各地应落实中央
关于各类补贴向种养大户倾斜的要求,制定专门的
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优惠政策。

来,每年用于土地整治的资金投入在 1 000 亿元左
右。 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必需要同耕地的规模利
用有效结合,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们收入。 河

这说明,家庭农场就和农民合作组织一样,现行

北省曲周四疃乡的调查表明,整治后一户一块地,用

的法律法规未能就其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界定,这在

大型拖拉机,机耕费用为 180 元 / 公顷;而整治前一

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瓶
颈。 同农民合作组织一样,家庭农场在注册上也需

户多块地,用小型拖拉机,费用为 300 元 / 公顷。 无
锡东亭农业现代化实验基地的调查表明,土地整治

要规范,不能一哄而上。 因此建议以村为单位注册

后田块规模扩大,机械作业长度增加,提高工作行程

村办农场,需要建多个农场时,按照村办农场一场、

率 30% ,班工作量 20% ,油耗降低 10% ,最终降低

村办农场二场的方式注册。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要
鼓励土地逐渐向村办农场集中。 愿意进行土地流转

生产成本 15% 。 家庭农场,田块整体规划,机械统

一调配使用,在土地整治资金投入上予以倾斜,可以

的农民,必须将土地交由村办农场经营,实行使用权

更好地发挥资金效益,并且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和经营权分离的政策。 农场经营和农民个人经营土

3. 3摇 建议村办农场的场长实行选举制或聘任制

地要长期共存,自然转化,不能搞大跃进,强迫发展
村办农场,搞拔苗助长。
参加土地流转提供土地的村民要享有村办农场
的“ 原始股冶 ,参加村办农场经营的农民按工作量享
有工资。 伴随着村办农场的发展,参加村办农场经

村办农场的场长原则上要在村民中产生,由全

体村民按照一定规则选举产生,要有任期。 提供土
地的村民要享有农场的“ 原始股份冶 。 场长在任期
内应该有绩效指标。 非本村村民当选场长的,要在
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年薪制和聘任制。

营的农民向职业农民或是农业产业工人转化,持有

村办农场的场长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村办农

村办农场“ 原始股冶 不愿参加农场经营的农民可以

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载体。 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可

放心的从事其他产业。 村办农场这种形式,可以克

以是多元的,目前正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应该是新

服种粮大户承租耕地不稳定、受市场影响大的问题,

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

可以克服合作社效率不高的问题,同时又可以克服

开土地融入城市,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土地向种

资本下乡和家庭农场经营存在的土地流转不畅和利

田能手流转逐渐形成承包大户,进而形成村办农场。

益分配机制不清等方面的问题。 村办农场是按照现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四五十岁的

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责权利清晰的现代农业企业,同

农民,不仅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农业有感

传统意义上的“ 互助组冶 有本质的不同。

情,着力把他们中的一些种田能手培养成新型职业

3. 2摇 建议土地整治资金优先支持村办农场

农民对农业文化传承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承上

土地整 治 是 田、 水、 路、 林、 村 的 综 合 整 治, 有

启下的重要意义。 外出打工的返乡创业者也是新型

“耕地增加、布局优化、要素集聚、用地节约冶 四个目

职业农民的重要来源,他们中一些优秀分子,外出打

标,能有效解决土地利用程度低的问题,能够促进土

工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拥有了一定资本,对农业

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和乡村怀有感情,他们愿意返乡创业,回到农村经营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土地景观和生态

农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这些能够成为村办农场

环境。

场长的新型农民,他们同有高超技能的工人一样,也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传统农区,耕地大多处于一

会老去,也会退休,因此农场场长需要采取选举制或

种自然、粗放、无序的利用状态,田块畸零不整,细碎

聘任制,而不是终身制或接班制。

化程度高;使用权分散,承包权插花;灌溉排水不良,

3. 4摇 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交通不便,机械化程度低。 部分土地整治项目,整治

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到农户、农业企业和政府

前后土地权属得不到调整,依旧是每家几块地,甚至

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

有撂荒没人种的现象发生,土地整治投入的资金效

目标。

益非常低。
据统计,2003 年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实施以

首先是政府的目标。 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维持
社会的稳定。 农村的土地流转会引起农村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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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也会引起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以政府必

万农民都可以申请这类贷款。

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维持社会稳定,

在家庭农场中以“ 农业冶 名义改变土地用途的

保持土地流转的顺利稳定进行。 政府的第二个目标

现象也不少,如借高效农业之名建高档酒店,观光农

是发展的目标。 目前,农业的小规模生产,己经无法

业变成度假村,土地流转中出现了“ 非农冶 、“ 损农冶

继续推动农业产业的发展,土地流转后进行规模化

等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必需要严格农场土地的抵

和集约化生产,己经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押贷款政策,要防止农村土地资产的泡沫化,防止农

农业企业的目标是土地流转利益的最大化。 农

场将土地作为圈钱的工具,要保证农村土地始终是

业企业是盈利性组织,其基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降

优质资产,是全体村民生活和生计的最后保障。

低成本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对农业企
业而言,土地成本越低越好。 农户的目标有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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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is a topic of current concern. In

the Article, based on analysis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of family farms in modern agriculture, disad鄄
vantages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family farm was expounded, five policy proposals of village farm based modern en鄄
terprise system experience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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