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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县冶父山镇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与对策
鲍春林
渊安徽省庐江县冶父山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袁安徽庐江 231500冤

摘要 介绍了庐江县冶父山镇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袁分析了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袁并从提升管理水平尧加大扶持力度尧增加基础设施
投入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袁以期为当地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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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于加

原来在家务农收入的 4~5 倍遥还有部分农民因家庭原因不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

收入达到 1.2 万元遥在冶父山镇袁仅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吸纳

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曳袁强调要加
展[1-2]遥庐江县冶父山镇是个典型的农业镇袁在进一步推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尧发展尧增效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袁
通过对冶父山镇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袁有利于针对性地找到相关对策和解决问
题的办法遥
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1.1 农业经营主体加速发展
近年来袁冶父山镇以水稻种植尧大米加工尧绿化林木尧水
果种植尧稻虾连作种 养尧 铁皮 石斛种 植等为 典型代 表的
122 家家庭农场和 77 家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遥据冶父山镇

统计办公室统计资料袁到 2018 年底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达
到 218 个遥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了 1 058 户就业增收袁解
放了农村劳动力袁推动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袁激活了内生
动力袁是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遥栖凤谷休闲度假
景区尧晴岚新村尧铺岗中心村尧张大泉产业园尧四海山庄尧龙
池生态产业园尧二宝黄桃产业园等 20 多家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景点茁壮成长袁已逐渐成为冶父山镇乡村旅游的闪亮

野名片冶袁走出了产出高效尧资源节约尧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遥
马岗湖羊尧三哥黑猪尧幸福土鸡不仅形成规模特色袁还与电
商相结合袁产品远销深圳尧广州等地袁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遥
1.2 农业经营主体规模作用显著
在政策引领力的作用下袁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加快袁创新
能力增强袁农业经营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遥一是新模
式新业态遥冶父山镇有林地 3 073 hm2袁2008 年前主要以松

能外出务工袁承包耕地流转后长年在家庭农场务工袁年务工
就业 2 876 人袁同时从农业转移劳动力 3 590 人袁为农民增
收发挥了一定作用遥

1.3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增强
庐江县九草春铁皮石斛有限公司在冶父山镇梁岗村流

转土地 54 hm2袁种植铁皮石斛袁带动当地老百姓 75 人在公
司务工遥稻香甜米厂是规模以上稻米加工企业袁发展订单农
业袁所有订单全部是优质大米袁有力地带动种田大户全部生
产优质稻遥庐江县祥瑞湖羊养殖有限公司 2018 年以野公司+

农户冶的模式与 524 户贫困户签订合同袁通过公司送羊种尧

贫困户饲养尧公司回收的方式帮助贫困户实施产业脱贫计
划袁效果显著袁贫困户户均增收 1 200 元遥
1.4 农业经营主体辐射效应加大

冶父山镇明圣村二宝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袁2015 年种

植黄桃 2.67 hm2袁该品种很受消费者欢迎袁平均效益是水稻

的 4~5 倍曰2018 年明圣村黄桃种植袁增加了 40 hm2曰2019 年
又增加了 80 hm2袁黄桃种植已辐射到周边铺岗尧三岔尧田埠
和幸福村袁全镇黄桃种植达到 220 hm2遥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经营者素质不高袁人才缺乏

对全镇 218 家农业经营主体的统计表明袁全部管理人

员为 276 人袁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 8 人袁高中学历的有 15 人袁

初中以下学历的有 195 人袁分别占 2.9%尧5.4%和91.7%曰有
农业专业技术的只有 3 人袁仅占 1%曰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

者主要为本地人袁且大多数原是农民袁改行从事管理袁其对

树尧杂树为主袁杂草丛生袁春秋季节火灾多发袁镇尧村干部都

科学种田尧科学管理有着强烈的愿望袁但对新知识接受较慢袁

成了救火队员曰如今袁林地开发生产专业合作社尧有限公司尧

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遥

家庭农场达 62 家袁开发改造林地 1 106.4 hm2袁占林地总面

2.2

产种植大户袁优质水稻种植达到 95%以上曰养殖水面新增

营遥以水稻种植为例袁品种选择自行其道袁成熟期不一致袁品

千亩稻虾种养新模式遥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袁农民创收

建品牌难度大遥庐江县是产粮大县袁国家商品粮基地县袁但

积 36%袁近 3 年主要林区已无火灾发生遥全镇 86 个水稻生

专业化能力不足

全镇 200 多家农业经营主体袁大多是野作坊冶式家庭经

392.6 hm2袁占可养水面的 35%曰创新出三岔林下养殖尧马岗

质也参差不齐袁无法成片尧成规模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袁创

渠道增加遥以铺岗村一农民为例袁其长年以务农为业袁家庭

产粮大县的效益优势无法体现遥

生计勉强维持曰3 年前土地流转给了种田大户袁闲暇后该农
民在某小区担任门卫袁工作 8 h/d袁月工资 1 800 元袁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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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一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种田大户的奖励补助少遥

2018 年庐江县对一个县级示范家庭农场仅获奖补 1 万元遥

实行稻虾连作的奖补规模要达到 13.33 hm2袁但冶父山镇有

30%的种田大户袁户均耕种还不到 13.33 hm2遥国家对承包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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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行综合补贴袁但这部分补贴是直补到耕地承包户袁流转

不可袁因而要加强学习袁提高知识积累袁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袁

土地的种田大户却无法享受到补贴遥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遥二是政府部门要把提高农业经营主体

2.4 抗风险能力不够

经营者纳入人才培训计划袁对其加强技术培训袁切实提高生

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在抵卸自然灾害还是在承受政策

性风险方面都明显存在不足遥在 2017 年国家调整粮食购销
价格的冲击下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稻香甜米厂因已

产技能尧管理水平遥
3.2 加大扶持力度
一是依法依规支持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袁充分认识到农

订立的合同无法修改袁仅这项政策性因素亏损了 200 万元曰

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袁要加大政策性引导力

预见政策调整袁仅此政策早籼稻亏损 1 500 元/hm2袁晚粳亏

种粮者积极性[3-4]遥二是加大技术支持力度遥政府部门要送技

一种田大户租种了耕地 48.7 hm2袁由于合同订立较早袁无法
损 3 600 元/hm 遥庐江县九草春铁皮石斛有限公司 2017 年
2

因降雪压倒双层钢架大棚 7 万 m 袁损失 1 000 万元袁由于铁
2

度袁提高补贴水平袁农业综合补贴应补贴到种田大户袁提高
术下乡袁农业高端人才要经常下基层讲课袁传经送宝袁县乡
农业技术员尧农业经营管理员要担负起专业人才的责任袁要

皮石斛经济价值高袁保险公司不予投保袁损失全部自担遥

到基层到一线指导遥三是金融支持遥金融部门要创新产品袁为

2.5 农业长期投入不足袁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铺路曰国家应尽快实施农村承包经营

一是农业生产利润微薄袁且抗风险能力弱遥一些种田大

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林权抵押融资曰省尧市尧县要建立农业政

户没有长期耕种的心理预期袁因而没有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策性担保机构袁多管齐下袁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遥

的愿望袁肥料的投入也是以化肥为主袁急功近利遥二是农业

四是扩大农业保险范围袁对农业生产做到应保全保袁降低各

基础设施投资巨大袁非一家一户能够实行遥三是地方政府财
力有限袁待办事宜很多袁难有资金或很少资金投入到农业基

类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7]遥

3.3 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袁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农业规模经营离不开机械化耕作袁要做到旱涝保收袁离

础设施建设遥
2.6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

不开良好的水利设施遥干渠尧水库尧排灌设施建设仅依靠一

一是融资门槛太高遥金融机构大多未把大型农机具尧农

家一户或个别经营主体无法完成袁政府应每年都要拨付专项

业经营场地尧大棚尧果园等纳入抵押范围袁对农业经营主体

资金用于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袁还要逐步建立起高标准基本

无任何倾斜政策袁大多种田大户无法从银行贷到款遥一种田

农田遥

大户 2017 年租种耕地 48.7 hm 袁无法从银行贷到款袁2019 年
2

只能放弃部分承包田遥二是担保平台太少尧程序复杂尧可操
作性不强遥一种田大户 2018 年 11 月申请易农贷并经省担
保公司审核授信 20 万元袁但还要镇政府尧县政府批准并提
供担保才能最终获得贷款袁直到 2019 年 4 月还未下款遥三是
政策性支持力度不大袁农业承包经营权尧宅基地使用权尧林
权抵押融资还存在障碍袁政策性支持力度不够袁金融部门积
极性不高袁离野最后一公里冶还很远遥
3 对策

3.1 提升管理水平袁加快人才培养
一是各种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要认识到经营管理和农
业技术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野两条腿冶袁要取得好的收益袁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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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转遥三是创新执法管理模式袁渔业部门可与存在管理交

法守法袁让渔民意识到危害渔业资源等违法行为的严重性遥

集的公安尧工商尧海事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袁开展联合执法袁

二是充分运用报纸尧广播尧电视尧互联网尧微信等对社会影响

增强执法力量袁形成执法威慑力[4-5]曰同时还可与气象部门建

力较大的媒体宣传保护渔业资源的长远利益袁使渔民正确认

立风险预警机制袁渔业部门可以及时掌握并向船主尧渔民通

识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让渔民主动参与

报预警信息遥

到保护渔业资源的管理中[3]遥三是组织船员专业技能培训袁
使船员熟悉和掌握野轮机知识冶野渔船驾驶冶野船舶消防冶野水
上急生冶等专业技能知识袁提高渔民应急处置能力袁保证船
员渔业安全生产专业技术的需要遥
3.4 加强渔政队伍建设袁开展渔政联合执法
一是开展执法培训袁严把执法队伍袁着力抓好思想道德尧
作风建设和业务水平的提升袁提高全体人员的素质袁提高执
法水平遥二是加强执法装备的建设袁配备基本的安全执法车袁
解决执法手段薄弱尧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袁保证执法工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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