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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

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
郑寿庆
渊江苏省宝应县委农工办袁江苏宝应 225800冤

摘要 概述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特点袁分析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袁以期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袁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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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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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asant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was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were analyzed袁th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袁in orde to kee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袁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asants忆 income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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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技服务组织和专业技术人员领办的合作社袁将逐步成为重

的一支重要力量袁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尧实施标准化生

要的组成部分遥

产尧抵御市场风险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尧促进农村和谐发

1.4 内部功能逐步完善

遥

[1-3]

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当前合作组织的主要特点
1.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社在批量购买生产资料尧组织加工尧统一销售等环
节中袁不断完善服务功能遥有些合作社通过成员共同投资袁
兴办农产品加工经济实体袁让成员分享到流通环节增值的

合作领域从个别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袁发展到种植尧养殖尧

利润袁有些合作社建立风险基金或受灾补偿机制袁增强合作

运销尧加工尧农机尧植保尧资源开发尧农家乐尧乡村旅游等多个

社的凝聚力曰合作社品牌意识不断加强袁全县已有注册商标

方面遥合作内容已由过去单一的生产技术合作袁逐步过渡到
以产尧加尧销综合服务为主袁向品牌尧流通尧加工领域纵向发

的合作社 39 家袁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 18 家袁有的
产品已通过无公害产品尧绿色食品尧有机食品认证袁极大地

展的新阶段袁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政府部门野包冶不了尧单家独

提高了合作社产品的竞争力袁有的产品还打入了国际市场袁

户野干冶不了的事情遥在经营服务范围方面袁增加了合作社的

促进成员增收遥

类袁型包括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服务合作社尧农业生产服
务的合作社尧农产品加工的合作社尧提供运销服务的合作社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合作社经济实力弱袁需要政府的扶持

以及其他类型的合作社遥

目前袁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袁实力弱袁农民专

1.2 合作机制日益健全

业合作社在许多优惠政策上没有新的突破袁金融扶持的政

合作内容有劳动尧技术尧产品尧资金的联合袁还出现了以

策还不能真正享受到遥有些专业合作社在发展初期是一哄

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尧量化集体资产

而上袁由于资金缺乏袁工商登记后袁成员则将股本又重新分

股份的社区股份合作遥在利益分配上袁从促进农民增收尧维

退袁专业合作社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野空壳冶袁完全背离发展专

护农民利益出发袁采取微利服务尧最低保护价袁以及按交易
量返利尧按股分红等多种分配形式遥一些比较规范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袁已开始实行按交易量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

业合作社的初衷[4-5]遥

2.2 办社目的不明确袁需要各级政府加强引导
许多合作社办社目的不明确袁自身运行机制还不规范遥

配机制遥

虽然大多数合作社组织制度比较健全袁但是执行制度不够

1.3 创办主体日趋多元化

严格袁合作内容不够明确袁运行管理不够民主袁利益分配不

农民是兴办专业合作社的主体袁过去合作组织大多由
农村能人或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牵头袁主要提供技术和信
息服务遥目前袁从领办主体看袁农村种养大户尧基层农技服务
人员尧村级野两委冶负责人尧龙头企业尧大中专毕业生等正成
为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力量袁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其他社会
成员和组织渊如供销社尧农林局尧农机局等冤牵头兴办遥随着
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袁基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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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合理袁产权不够明晰袁内部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遥有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办社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国家的优惠
政策袁套取项目资金和贷款支持袁完全依赖政策的扶持袁而
自身发展的能力比较弱遥由于办社目的不明确袁出现不少
野空壳社冶尧野个体社冶等管理不民主尧财务不规范的合作社遥
就合作社本身来看袁还存在政社不分尧村社不分尧企社不分
的现象遥
2.3 内部运作不规范袁需要强化业务指导
从运营形式上看袁登记挂牌的多袁搞合作服务的少曰从
利益连接机制上看袁松散型多袁紧密型少曰从运行机制看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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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多袁规范的少曰从决策机制上看袁野能人冶决策的多袁民

展地方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遥

主决策的少曰从生产管理环节看袁粗放经营的多袁标准化控

3.3 在工作重点上袁着力抓好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规范

制的少曰从成员整体素质上看袁合作社缺乏技术能力及合作

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袁是提升合作组

理念的多袁懂技术尧会管理的少曰从经营服务内容上看袁销售

织运行质量的关键所在遥要对已注册登记的合作组织进行

服务联合的多袁产尧加尧销系列服务联合的少曰从盈利情况

逐一检查袁帮助其建立健全规范制度袁为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看袁合作社盈利少袁社员得到实惠的更少袁没有自己建帐搞

打下坚实的基础遥一是建立规范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遥要本

盈余分配袁没有提取盈余公积金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袁需要

着精简尧实用尧有效的原则袁指导合作组织建立健全岗位职

业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遥

责尧生产管理尧收购营销尧财务会计等制度袁做到有章可循遥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袁主要是认识不够尧工作落实

二是完善分配机制遥指导合作组织建立合理的经营服务收

不到位造成的遥一些地方的干部渊包括合作社负责人冤对合

入尧支出和分配制度袁既要考虑增加成员收入袁又要兼顾合

作社的性质和基础作用认识不清袁还停留在老观念尧老思想

作社资金积累袁保证合作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遥三是规范民

上袁对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政策要求知之甚少袁对于发展农民

主管理遥指导合作组织落实社员大会制度遥理事会尧监事会

专业合作社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够统一尧精力不够集中尧措施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成员渊代表冤大会袁实行民主决策尧民主管

不够有力等问题遥有的地方成立合作社不是把心思放在规

理和民主监督袁重大事项要由合作社成员渊代表冤大会决定遥

范合作社管理尧为社员开展生产服务上面袁而是把精力放在

四是规范财务管理遥指导合作社按照财政部制定的叶农民专

搞包装袁以此当做争取上级扶持项目资金的手段遥有的地方

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曳进行会计核算袁为每个成员设立成

不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袁根本谈不上如何去指导尧扶

员账户袁记载该成员的出资额尧公积金份额尧交易量渊额冤曰国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袁导致当地合作社建设进展迟缓袁工

家财政扶持资金和他人捐赠资金袁要平均量化到各成员帐

作被动落后遥

户遥五是规范经营服务遥指导合作社发挥组织功能袁建立完

3 规范合作组织发展建议与对策

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袁力争做到采购尧技术指导尧业务培训尧

3.1 在发展思路上袁要把野提质增效冶作为主攻方向
提高质量尧增加效益袁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永恒

品牌尧包装和销售六统一遥
3.4 在工作推动上袁要充分发挥行政推动和示范引导作用

主题遥要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袁这是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关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袁应以自身为主袁外援推动为

键遥合作组织要对成员提供多层次尧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袁满

辅遥既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袁又要加强政府的引导和

足成员发展自身利益的需求曰要提高合作社的创新力袁不断

促进作用遥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政策尧加大扶持力度尧营造良

创新运行机制尧创新服务方式袁以为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提

好环境尧强化示范引导等举措袁着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供动力袁因此合作组织核心管理层必须具备科学管理素养袁

快速发展遥一是抓好典型示范遥要选择一批产业特色优势明

以及合作社负责人要具有宽阔眼界和开拓能力曰要提高合

显尧工作有一定基础尧不同产业和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

作社的带动力袁合作组织要具备带动成员和从事同类生产

织袁作为示范社尧五好社进行重点帮扶袁不断促进农民专业

经营农民致富的能力袁这是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质
量核心指标袁合作组织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袁增强市场赢利

合作社上规模尧上档次尧增实力遥二是抓好辅导培训遥县尧镇 2

级要有目的尧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袁重点对已登记注册的

能力曰要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袁合作组织要在提供的产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财会人员进行培训袁提高合作社

品或服务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上下功夫袁要创出特色尧创出

的经营能力尧带动能力尧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6]遥三是强化政

品牌遥

策扶持遥各镇尧村要在用电尧用水尧用地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对

3.2 在工作指导上袁要采取因地制宜尧分类指导的工作方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给予优惠扶持遥各级强农惠农资金

在推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袁必须针对不同的类型袁采取

要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遥四是坚持野支持但不干涉冶的

不同的办法遥对于拿了执照尧挂了牌子袁尚未运作的有名无

原则遥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组织根据农

实的合作组织袁要进行叶合作社法曳的辅导袁健全相关制度和

民自己的需要发展袁不能制定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数量目

组织章程袁从成员最期望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合作内容做

标袁尤其是用作考核政绩的目标袁否则会对农民合作组织发

起袁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遥对于已经有所运作袁但运作不正

展产生负面效应遥

常尧不规范的合作组织袁要帮助分析诊断原因袁指导制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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