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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家庭农场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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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近几年南京市江宁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成效袁分析了土地流转尧连片种植尧流转年限尧管理用房尧经营者素质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主要举措和相关建议袁以期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袁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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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十八大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袁十八届三中全会强

牌化销售袁使家庭农场的农产品比一般农户的更受市场欢

调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袁支持家庭农场经营方式创新袁

迎袁年收入比一般农户高袁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遥

发展家庭农场遥农户创办家庭农场尧实现较大规模经营袁有

1.4 省渊市冤级示范家庭农场示范带动作用凸现

利于提高农业的资本装备水平曰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
品追溯制度袁可降低农产品成本袁提高农产品质量遥家庭农
场模式符合农民的需要袁符合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遥
目前袁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承包地处于第二轮承包期遥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袁维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袁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遥此前袁由于担心土地
承包关系不稳定袁有的农场不敢加大投资袁一些农民有短期
行为遥十九大提出的这项政策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袁
培育以家庭农场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引导更多资金尧
技术尧人才流入农村和农业 遥
[1]

全区建立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25 家尧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15 家尧区级示范家庭农场 51 家袁成功带动全区家庭农场蓬
勃发展袁在湖熟尧淳化尧横溪等街道形成家庭农场集群袁示范
引领和带动老百姓发展生产作用更加明显遥
2 存在的问题

2.1 土地流转问题
目前有很多家庭农场主自主与土地承包户签订合同袁
有些合同很不规范袁容易出现矛盾纠纷[1]遥
2.2 连片种植问题

有的家庭农场流转种植 33.33 hm2袁但在其中有 2~3 户

近年来袁南京市江宁区区委尧区政府高度重视野三农冶工

农户部分田块自己种植袁不愿意流转给农场主袁导致这个

作袁大力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袁积极培育各类农业新型经

家庭农场田块不能连片袁给机械作业尧田间管理等带来不利

营主体袁提升了农业集约化尧专业化尧组织化尧社会化水平遥

影响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家庭农场作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组成

2.3 流转年限问题

部分袁走出了一条农民家庭经营的新模式袁有效促进了农业
增效尧农民增收遥
1 基本成效

1.1 家庭农场总量快速扩张

截至目前袁全区农业部门认定家庭农场共计 1 027 家袁

比 2017 年增加了 268 家袁其中工商部门注册领照的家庭农

有的家庭农场流转了几百亩农田袁但与土地承包户签订

的合同袁有 1 年一签的袁有 2 年一签的袁还有 5 年一签的袁使

农场主在机械购置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无法进行有效
规划[2]遥

2.4 管理用房问题

有的农场主承包逾 66.67 hm2 土地袁农用机械较多袁但没

场 561 家遥从产业分类看袁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 346 家袁蔬

有机库和管理用房袁甚至没有晒场袁不利于农场经营袁如湖

禽养殖类家庭农场为 5 家袁水产养殖类家庭农场为 153 家袁

2.5 经营者素质问题

菜种植类家庭农场为 46 家袁园艺种植类家庭农场 387 家袁畜
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 90 家遥累计创建省级示范农场 25 家袁

熟街道魏道常的农场遥
受到学历较低尧理论知识缺乏等因素限制袁大部分农场

市级示范农场 15 家遥通过培育示范家庭农场袁使江宁区家

主尽管多年从事农业生产袁实践经验丰富袁但仍然难以担当

庭农场的发展数量和发展质量均排在首位袁更好地带动了江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袁仍需要强化相关知识培训遥

宁区家庭农场的健康蓬勃发展遥

3 主要举措

1.2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作用明显

2017 年家庭农场经营总面积 1.65 万 hm2袁占比 48.3%曰计

3.1 严格认定标准
因地制宜地建立家庭农场认定制度遥对从事粮食种植

划 2020 年家庭农场经营面积 2.15 万 hm2袁家庭农场经营比

的家庭农场控制规模袁重点发展 6.67~33.33 hm2 的适度规模

性袁又扩大了经营规模袁解决了长久以来传统农业经营低尧小尧

重点发展生态循环型曰对从事休闲观光的家庭农场袁主要突

散问题遥更重要的是袁家庭农场正潜移默化地解决了中国农

出示范带动遥

业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导致的农民老龄化尧兼业化等问题遥

3.2 强化指导培训

重达到 63%遥 家庭农场既坚持了以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特

1.3 激发农业生产活力作用明显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袁家庭农场逐步实现了加工包装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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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遥对从事种养一体的家庭农场袁主要突出绿色尧无污染袁

推动构建家庭农场模式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遥一是打造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遥由财政部设立专项资金袁专款专
用袁开设多项培训项目袁积极支持职业农民培训遥二是实行

张 芸等院南京市江宁区家庭农场发展探讨
新型职业农民免费培训袁并在培训结束后获得相应资格认

靠特色带动家庭农场的发展袁做好特色村旅游尧观光尧休闲

证遥三是积极创新培训模式袁可采取参观考察尧跟踪指导尧生

等方面的配套服务工作遥

产实践尧考试考核尧集中学习等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方式遥四

4.3 发展家庭农场集群

是设定初尧中尧高不同级别职业农民等级标准袁因材施教袁根

以湖熟尧淳化和横溪为代表的街道袁家庭农场集群渐成

据不同个体的不同情况袁制定合适的培训计划袁分层培训袁

规模袁集团效应初现袁以此为基础集群发展袁彰现集团效应

确保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质量遥坚持分类指导袁按家庭农场

和规模效应遥

产业业态分类袁每年年初制定培训计划袁定期举办家庭农场

4.4 加强农场主培训学习

主业务培训班袁并积极组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袁通过理论学

积极组织家庭农场主走出去培训袁学习尧考察尧寻找适

习尧技能指导和实地参观等方式袁进一步提升农场主的创业

合当地发展的经营项目 [3]遥农场要主动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理念尧创业技能和市场意识遥

社组织袁依托农头企业等组织袁做好农产品生产工作遥

3.3 规范经营管理

4.5 政府出面进行土地流转

全面建立家庭农场登记管理档案袁建立和发布优先扶持

以政府名誉与农场主签订 5 年以上承包合同遥政府加大

家庭农场名录袁积极引导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农场运用新品

土地整治力度袁逐步改善田容田貌袁做到田成方尧路成线尧渠

种尧新技术袁增加产量袁降低成本袁提高效益遥指导家庭农场

成网尧林成行遥引导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尧家庭农场流转袁鼓

使用叶南京市家庭农场生产及收支记录簿曳袁详细记录各类

励土地尧技术尧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家庭农场集中袁把分散的

收入尧支出明细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遥

农户组织起来袁把分散的土地连片起来袁把分散的作业统一

3.4 创新发展理念

起来袁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4]遥

引导和鼓励家庭农场按照一尧二尧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

5 结语

路袁开展野互联网+冶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遥大力

虽然江宁区家庭农场稳步健康发展袁但在发展培育过

推动家庭农场之间尧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之间尧家庭农场与

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袁如有些农场规模偏小尧经营单一尧抗

合作社之间开展合作经营和共同经营袁提升农业经营的社会

风险能力不强等遥下一步袁江宁区将严格按照中央尧省尧市有

化尧组织化程度遥

关要求袁结合本地实际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袁强化业务培

4 建议

训袁加大扶持力度袁注重示范引导袁创新发展思路袁努力打造

4.1 投入资金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在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上袁区有关部
门根据各自职能整合项目资金袁向家庭农场倾斜曰主要在农
业生态补偿尧设施栽培建设尧高产创建尧生态能源建设尧农田
综合治理尧土地整治尧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上袁重点支持家
庭农场发展遥
4.2 依据特色打造重点
江宁区以都市型农业发展为特色袁重点发展休闲观光旅

游农业遥全区乡村旅游特色鲜明袁金花村等特色村 36 个袁依

有前景尧有规模尧有江宁特色的各类示范家庭农场袁使其成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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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产品有效供给袁推动优势农业特色化尧规模化遥同时加

机会收益遥

大农业结构调优督促指导工作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落到实

3.2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处袁选派技术专业人员进行产业扶贫规划和技术指导遥

变资产尧资金变股金尧农民变股东冶冤袁创新发展野龙头企业+

3.4 做好产销对接是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保障
农产品产销对接袁是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环节袁也

合作社+农户冶的经营组织模式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野三农冶

是解决农产品销路和效益问题的重要手段遥产销对接尤其是

发展尧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等政策措施袁支持龙头企业建立与

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袁产业发展迅速袁经济作物产量势

加工能力相配套的原料基地袁推动农产品加工升级和质量

必增加袁这就需要加强产销衔接袁强化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袁

安全水平提升袁构建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利益分配和共享机

开展产品展示展销袁继续推进农产品直通直供直销工作遥同

制袁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措施遥

时袁可制定滞销应急预案袁分类分级确定滞销应急措施袁预

3.3 抓好产业规划布局是增强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防解决产品卖难问题袁防止农产品滞销伤农现象发生遥

贵州省大力推进农村野三变冶制度改革渊野三变冶即野资源

规模化尧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袁既能提高生产效率袁
又能降低成本袁还能提升产品质量袁增强市场竞争力袁在推
动农业生产尧提高农业竞争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遥抓好产业
规划布局要起草和制定地方标准或行动计划袁明确农业结构
调整优化方向遥要顺应市场需求袁围绕调减低附加值作物为
突破口袁结合当地气候尧土壤等自然条件袁调优农业结构袁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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