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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当前推动农业生产托管的重要性入手袁分析了周口市农业生产托管现状及推进农业生产托管产生的优势袁对开展农业
生产托管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出对策袁以期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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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相关部门统计显示袁周口市农户数共有 208 万户袁

度规模经营效益袁降低农资购买成本[2]遥调查发现袁全市通过

20.3 万户袁非农户 8 万户遥汇总人口总数 889.8 万人袁汇总劳

生产托管之后的小麦产量较未托管的小麦增加 645 kg/hm2

其中纯农户 151 万户袁农业兼业户 28.4 万户袁非农业兼业户
动力数 517.8 万人袁从事家庭经营 301 万人袁从事第一产业
194.5 万人袁外出务工劳动力 228.3 万人袁常年外出务工劳动

力 190.4 万人遥经营耕地 0.67 hm 以下的农户数 184.9 万户袁
2

农业经营以小农户为主的格局还没改变袁主要突出特征就是
经营分散规模小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袁

托管提高产量 0.5 亿 kg 左右袁约增加 9 008 万元曰经过农业

左右曰玉米产量增加 840 kg/hm2袁增收 3 280 万元左右遥据调
查袁农户自己种植小麦尧玉米尧大豆的成本分别为 8 100尧4 725尧

3 090 元/hm2袁委托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服务分别需要成本

4 335尧3 900尧2 475 元/hm2袁而合作社开展小麦尧玉米尧大豆农
业生产服务可盈利 885尧900尧360 元/hm2袁农民增产增效降低
成本袁合作社也增加收益遥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2.2 促进农民增收袁推进绿色农业

业基本经营方式仍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袁实现乡村振

制农业排放遥小农户管理困难袁而农业生产托管则表现出优

后再延长 30 年遥从中可以看出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
兴战略袁产业兴旺是基础袁故农业要实现现代化重要任务是
实现小农户生产经营现代化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健全农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减轻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尧控
势遥近 2 年袁周口市粮食实现全程托管袁有效解决了小农户

秸杆焚烧问题遥同时这些农民又能从土地上得到收益袁实现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

了土地收入和打工收入野双丰收冶袁从而实现了劳动力在种

接遥实践证明袁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托管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地和打工之间的优化组合和最佳配置袁最大程度地提高了

略的主要措施之一[1]遥

农民收入[3]遥

1 农业生产托管现状
随着城镇化尧工业化的发展袁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

3 对策

3.1 加强对土地托管的思想认识

经商袁部分农民将自家农村土地流转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尧家

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多尧劳动力缺失尧农民老龄化问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袁但是

题严竣袁如何把分散经营农户与托管单位统一服务的优势

有些农民不愿意流转土地袁缺乏经营土地的时间和精力袁农

有机结合起来袁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袁提高思想认识是

业生产托管服务应运而生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指一部分无

关键遥通过大力宣传袁使市尧县尧乡各级政府明确袁可以通过

能力耕种或不愿耕种的农户把土地托给服务型农民合作社

推进土地流转来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袁也可通过农业生

等袁并由其管理农业生产袁该模式下农户不仅享有土地的承

产托管服务来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遥

包经营权袁还享有收益权袁农户仅支付农业生产服务相关费

3.2 提高对土地托管的重视程度

用袁实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双赢袁促进了农业增

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是发展农业生产托

效和农民增收遥经调查袁2018 年周口市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管的重要保障袁各级领导曾多次深入农户和托管主体调研

积达 21.12 万 hm2袁供销社尧服务型农民合作社尧专业服务公
司尧家庭农场等服务组织数 4 062 个袁为 50 多万农户开展农

农业生产托管袁专题听取汇报袁并做了重要批示遥领导的关
心和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各级相关部门发展农业生产托管的

业生产托管服务遥农业生产托管主体与农户和家庭农场签

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订订单袁从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袁起到小农户与发展现代

3.3 加强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农业的桥梁作用袁同时还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订单袁负责

各职能部门的齐抓共管是农业生产托管快速发展的重

提供优质农产品遥

要组织保证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市委尧市政府的统一领

2 农业生产托管的优势

导下袁齐抓共管袁积极配合袁为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提供

2.1

增产降成本

了强有力的支持[4]遥农业尧财政尧供销社等部门都在职责范围

土地托管可将农户土地集中连片起来统一经营袁有利于

内为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遥

降低水电设施投入尧机械使用和劳动力用工等生产成本袁提
高劳动生产率尧机械利用率和土地设施利用率袁发挥土地适
收稿日期 201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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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对土地托管的培训及宣传
示范带动稳步推进是要点袁认真总结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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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妮院宿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村地区传统物流的专业程度不高尧效率低下袁大力发展农村
信息化袁提高物流信息内外交换水平袁打破农村以往的野电
话为主袁互联网为辅冶的信息传播方式袁转向互联网实时跟
踪物流信息的模式袁可以支持物流与农业销售尧农业金融相
结合袁实现传统农村经济信息系统的更新补充袁在提高农村
物流水平的同时袁帮助传统农业进行升级转型袁从而有效推
动农业物流发展遥
3.5 开拓农业发展新形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袁农村网络的覆盖程度也在
不断扩大袁休闲农业尧民宿旅游等各种形式的网络交易也在
迅速增长遥宿迁市拥有丰厚的农业资源袁更应当在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加快开发新型高效农业遥休闲农业
能够在保持乡村原汁原味的情况下袁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结
合起来袁使当地农户不仅能够获得农业收入袁还能通过发展
农家乐尧民俗旅游来获得旅游收入[28]遥新常态下的农业新形
势使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多元化袁能够改变农户现有的生活方
式袁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袁使宿迁市能够更快地实现农业
现代化转变遥
4

展望

4.1 夯实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基础
农村生产性服务业顺应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袁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袁而一尧二尧三
产业融合可以为宿迁市农业提供多样化的中间投入袁这是实
现农民持续增收尧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
径[29]遥因此袁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袁应不断
加大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力度袁加快野三产冶融合发展步伐袁提升
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影响袁延伸产业融合发展链条袁聚焦野三产冶
融合发展典型遥
4.2 全面落实野一村一品一店冶建设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稳步发展袁需要人才尧品牌尧科技
等多方面的保障袁而野一村一品一店冶是实现富农强市的新
助手袁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30]遥对于宿迁野一村一
品一店冶的未来建设袁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统筹袁在政策上倾
斜支持袁在服务上全力保障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尧
构建网络创业平台尧拓展网络销售渠道袁使宿迁市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能够蓬勃发展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新业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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