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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问题研究

张　瑞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会计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１２０１）

摘要：随着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促进

了安徽农业经济的繁荣。然而，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各个方面发展都不健全，

资金匮乏的问题尤其严重。本文通过网络调查了解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情况，并对四大经营主体进

行比较分析。结合安徽省的融资特点，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三个角度，提出缓解

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境的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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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分析

（一）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概况

１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
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首次提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并再次明确对家

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的政

策扶持。《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增加农

民收入，为农业改革注入新鲜动力［１］。截止到

２０１３年末，安徽省家庭农场已超过 ２０００多家。
同时，合肥市、天长市、宿州市和郎溪县相继出

台了有关家庭农场的认证标准和注册方法，让家

庭农场规范化发展。据２０１２年底，安徽省统计局
数据显示，安徽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到２９３万
家，居全国第八位；规模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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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４家，居全国第六位；各类种植大户也已超过
１５万户［２］。这些数据，正面反映了安徽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安徽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并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

了解和拓宽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

亦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内部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安徽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存在出资农户和非出资农户两种。其主

要的出资方式是以缴纳股金和会费为主，盈余资

金投入为辅，虽数额不大，但是已经成为安徽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融资渠道。以安徽省农

业专业合作社为例，在 ２００００多家合作社中，
７８％的农业专业合作社选择股金投入这种融资方
式。在外部融资渠道方面，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外部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投入、金融机构和

民间资本。近年来，安徽省政府全面落实农作物

良种补贴１２９６亿元，粮食直补８９８亿元，农资
综合补贴５０６６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７８亿元。
落实中央财政、省财政小麦抗灾补助资金６１９亿

元，促进农民增收［３］。目前，安徽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主要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获

得贷款支持。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６月，安徽省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１２０１９亿元，比２０１１
年增加了１３３３亿元，新增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
贷款的６２３％。２０１０年安徽省政府颁发的 《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农业，为安

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入强大动力。

２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结构分析
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资金来源的

渠道与比例。根据融资渠道和融资角度的不同可

以分为不同的融资结构［４］。最基本的融资结构就

是按照融资来源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下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资料，对安徽省

１３家农业上市龙头企业进行分析。从点到面，通
过分析安徽省上市龙头企业的融资结构，帮助了

解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结构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年安徽省农业上市龙头企业融资结构 单位：％

公司名称　　 内源融资 股权融资 外源融资债务融资 合计

合肥丰乐种业 １７ ４７ ３６ ８３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 １０ ６５ ２５ ９０

司尔特肥业 １８ ５０ ３２ ８２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 ９ ３４ ５７ ９１

金禾实业 ２０ ５４ ２６ ８０

六国化工 ８ ２９ ６３ ９２

华星化工 ７ ８０ １３ ９３

古井贡酒 ３３ ３３ ３４ ６７

金种子酒 ２８ ４０ ３２ ７２

安科生物 ２９ ５９ １２ ７１

华孚色纺 １７ ２４ ５９ ８３

洽洽 １２ ６０ ２８ ８８

中粮生化 １５ ２９ ５６ ８５

平均值 １８ ４６ ３６ ８２

　　从表１可以看出，安徽省农业上市龙头企业外
源融资比例高达８２％，是内源融资的４６倍多。因
此，可以推断出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上市龙

头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是依靠外源融资来实现的。

２０１２年６月，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
学生们对６７家安徽省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调查研

究。在本次调研中，６０家农业专业合作社遭遇缺
乏资金的问题见表２。

针对安徽省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在对他们

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家庭农场与种养大户的初始

资本来源于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占据总资本的

８０％，其中，５０％是向金融机构或者亲朋好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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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结合安徽省四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

推断出这几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结构基本

相同，都是以外源融资为主，内源融资为辅。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安徽省农业合作社融资比例

融资

途径

金融机构

贷款

政府

扶持

合作商

支持

亲朋好友

借款

比率／％ ５８３ ２３３ １０ ８４

（二）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阶段的融

资比较

根据安徽省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的经营情况以及融资结构的分

析，从融资渠道和资金用途两个方面比较安徽省

四大农业经营主体在成立初期及发展壮大期间的

异同之处见表３，表４。

表３　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立初期融资情况

异同 类别 家庭农场 主体农业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 种养大户

相同点
融资渠道 自筹、国家地方政府政策倾斜

资金用途 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物品，土地的流转使用，农机设配的租赁或者购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点
融资渠道 项目支持　　 入股集资 股权融资　 民间借贷　　
资金用途 满足注册条件 技术培训 生产再加工 满足经营要求

表４　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阶段融资情况
异同 类别 家庭农场 主体农业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　　 种养大户　　

相同点
融资渠道 内部盈利、向金融机构贷款、国家地方政策倾斜

资金用途 防治自然灾害、农产品市场风险

不同点

融资渠道 担保方式

“资金互助社 ＋农业专业合作
社”、 “龙头企业 ＋金融机构 ＋
农业专业合作社”

金融机构贷款、

募股集资
担保方式

资金用途
规模化经营、

专业知识教育
社员日常开销、技能培训

扩大生产经营、

提高企业形象

规模化经营、

专业知识教育

二、安徽省农业主体的问题

（一）贷款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１）安徽省农业担保机构较少，担保条件繁
复。２００９年首家农业担保公司———安徽惠农担保
公司，在桐城正式成立。截止到２０１３年，安徽省
农业担保机构数量不到５家，这与庞大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担保机

构门槛相对较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难满足这

些担保公司的条件，申请审批时间太长，贷款规

模受限，制约了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

发展。以安徽惠农担保公司为例，担保业务主要

为提供期限 ６个月至 １年、担保额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元的短期银行贷款担保服务［５］。担保流程

是借款人提出担保申请，担保机构进行项目受理、

现场考察、资料审核、项目评审、项目决策、反

担保设置、收取担保费、签订担保合同。在这期

间，如果一项条件达不到担保公司的要求，都会

被取消担保。担保条件的审核大多需要半个月甚

至一个月的时间。

（２）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不成
熟。对于安徽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来说，规模

较小，主要采取家庭经营，没有形成严格的规章

制度，内部控制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机构的贷

款条件见表５。
（二）贷款贵的现象尤为突出

（１）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贷款从申请到
最后的发放历经时间较长，审批手续繁杂，信

用评级和抵押物要求较严，需要借款者辗转多

次 “跑贷款”，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成

本。以中国农业银行安徽分行为例，２０１３年累
计投放各类农业贷款４８６４７万元，占农业贷款
总额的３８％。累计发放惠农信用卡 １５０张，惠
农卡４５３５０张，惠农卡贷款余额１２６３５万元［６］。

但是，与庞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比较，

仍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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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安徽省不同规模的企业贷款申请与商业银行拒绝率

企业规模

／人数
申请数量

／家
拒绝数量

／家
拒绝数量的

比率／％
申请次数

／次
拒绝

次数／次
拒绝次数的

比率／％
≤５０ ７３６ ４７８ ６４９５ １５３７ １２１３ ７８９２
５１～１００ ３６０ ２０３ ５６３９ ６４８ ３７５ ５７８７
１０１～５００ １５９ ６５ ４０８８ ５０７ ２２４ ４４１７
＞５００ ４６ １２ ２６０９ １５２ ３７ ２４３４
合计 １３０１ ７５８ ５８５６ ２８４４ １８４９ ６５０１

　　数据来源：李杨，杨思群 《中小企业与银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对金融机构而言，涉农贷款一般风险
较大，贷款金额较小。根据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

匹配原则，通常会提高涉农企业的贷款利率，使

借款人难以承受［７］。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２０１３
年短期贷款利率六个月以内６１０％、六个月至一
年为６５６％；长期贷款利率一至三年为６６５％、
三至五年为６９０％、五年以上为７０５％。对于这
么高的贷款利率，新型农业经营机构没有足够的

资金去支付。

（３）办理抵押担保贷款时，中介机构和相
关部门收费较高，有些领域的信用评级费用甚

至高于贷款利率。对于一些中长期贷款，需要

多次缴纳评估费用，增加借款成本。以中国农

业银行为例，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足够

的抵押物就需要申请担保公司为其担保，担保

公司收费一般在１％左右。这样就加重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负担。

（三）农村营业网点少，资金服务不健全

（１）从金融机构涉农服务意识来说，银行等
金融行业涉农服务意识薄弱。安徽省农村银行布

局多数以城市、县区为主。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

制改革以后，经营网点大多撤离乡村，只保留县

城少数经营网点。如今的安徽农村，金融机构多

数是地方性农信社，地方性商业银行，邮储银行

和村镇银行。其中，农信社数量大约 ２０００家，
占据８５％的市场份额，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国有商
业银行每个县只有三四家网点。

（２）从资金流向看，多数银行往往倾向于在
农村吸收存款，向城市地区或者高利润行业投放

贷款。这样，农村地区就变成储蓄平台，完全不

能满足借款人的需要。２０１２年底，农村商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达到２８１６万元，但是
仅有１０％的款项真正投入到农业当中。

三、缓解融资困境的对策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自身实力

　　１规范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部建设
针对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规模小、

数量多、服务领域不广、产品多为初级产品、附

加值不高的情况。要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断开拓业务领域，实现规范化经营，完善企业

管理规章制度。

首先，依法推进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

化建设。全国实施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

品牌化、产品安全化建设，打破国际 “绿色壁

垒”。其次，正确引导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

合和重组。最后，借鉴发达地区或成功地区的经

验，创新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经营机制，向安徽省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早的地方学习。以安徽金

寨县为例，截止到２０１２年末，金寨县共有种植、
养殖大户１０３８户，农业企业５９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３３８家。这些组织在进行经营机制创新时，坚持
开展统一标准、统一采购和统一技术，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的原则，支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

绿色，无污染，有机食品的研发，创建具有地方特

色的农产品，并进行品牌资源整合。

２积极开展培训活动，培养优秀管理人才
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所有者文化程度

不高，大多数为初中或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这

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和壮大。所以说，积极开展农业培训活

动，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地

制宜，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把理论知识与田间实践相结合，鼓励经营管理者

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外聘

专家、技术人员进行调查指导，让安徽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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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努力提升信贷承载力
安徽省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所以获得外源融资，尤其

是金融机构的融资是极其困难的。如何改变这一

局面，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承载能力就

变得尤为重要。首先，想要取得金融机构的贷款

支持，就必须有规范的经营管理体制，有不断提

升的抗灾害能力，以及具有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这样就增加了金融机构贷款的可能性。其次，做

到信心的对称性，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交流与沟通，

用自己的实力向贷款机构证明能够 “还得起”、

“还得上”。最后，要积极争取金融机构根据农业

企业的需要推出的金融产品。

（二）金融机构的创新型服务

１加大支持力度，探索新抵押担保形式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大多数的金融

机构采取 “重城市轻乡村”“重大户轻小户”“重

短期轻长期”的经营机制，导致城乡金融资源严

重分配不公。截止到２０１３年末，安徽省有农村商
业银行５家，农村合作银行２２家，县级联社５６
家，小额贷款公司８３家，农村资金互助社７０家，
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正逐步形成。

第一，积极拓宽支农信贷渠道。整合安徽省

农业金融的各项资源，统筹安排，构建新型农业

金融格局。要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推动

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第二，

创新农村信贷品种，开发适合安徽省地方特色的

信贷产品。以家庭农场为例，据调查统计，安徽

省家庭农场未来贷款需求额度在１０万元以下仅占
１０％，１０～５０万元的占３８４％，５０～１００万元的
占２５８％，１００万元以上的２５８％［９］。根据这一

情况，安徽省金融机构敦促有一定联系的家庭农

场联系起来，成立联保小组，相互监督，互为担

保，缓解家庭农场抵押物不足的情况。同时对那

些信誉好，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在进行银行贷款时，

形成监督形式，降低银行风险。向家庭农场和农

业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这三个经营主体，开发

新的信贷形式。

２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减少农业发展后
顾之忧

众所周知，农业的弱质性以及自然依赖性决

定了农业风险较其他产业更具偶然性。只有建立

一整套适合安徽省农作物风险保障的体系，才能

解决农户在面临旱涝灾害时，一拥而上集体借款

减轻危急的行为。一是由财政部呼吁建立农业贷

款风险和信贷担保基金，通过国家提供风险补偿

的形式，减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农业贷款的通过率。在当前安徽的

严峻形式下，可以通过商业保险辅助农业保险，

各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承保，配合情况适时给予

金融机构以补贴。二是对服务 “三农”的金融机

构施行某些项目的免税政策。可以通过一年的时

间，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地区农业信贷支持力度，

减少征收农村金融机构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给予

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动权，加大增强

金融机构支农力度。

（三）加强政府管理力度

１完善政府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利

因素，所以需要通过政府的调控来保证市场的有

序运转。２００６年我国制定了 《农民农业合作社

法》，２００８年安徽省农委印发 《省农委专家联系

种养大户 （场）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工作方案》，

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展的意见》，２０１４年出台 《关于出台家庭农

场的指导意见》。虽然这些法规政策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发展有着相对详尽的规定，但是笔者

认为不够具体，有的规定落实效果不明显。因此，

鉴于本文对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出

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安徽省政府、农委应该出

台一些保障这些法律的配套文件，不能仅仅简单

罗列这些问题的基本处理原则，更应该实地调查

研究，结合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过程中

出现的具体问题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２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
目前资金匮乏仍是制约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文认为，安徽省政府需要从

三个方面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问题。

第一，针对不同的经营主体予以不同的扶持对

策。对于家庭农场的融资问题，２０１３年安徽省政
府出台 《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列出相

关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保证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有

足够的土地进行经营耕种，做好农场主技术培训工

作，从政策、金融、税收、财政等方面大力拓展融

资渠道，维护农场利益并做好后期督查工作。第

二，政府扶持资金互助社进一步发展。截止到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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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安徽省共建立了互助资金组织１９２７个，农
户缴纳互助金２１７０万元，市级或县级政府拨款
３０９万元，政府扶持资金１２９９１万元，共计投入资
金１５６５３万元。政府每年给予资金上的投入在
２５００万元左右，给予需要资金互助的县域以财政
支持［１０］。这些政府对资金互助社的资助，一方面

缓解了安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困境；另一

方面，加速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农村资金流通提

供了金融支持。第三，建立农村专项基金和风险控

制基金。政府出资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担保

基金或风险补偿基金。出台一些惠农政策，给予安

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一定比例的补偿，切实

解决新型农业主体资金匮乏的问题。

３加强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
目前，安徽省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农业 “皮包

公司”，拿着国家政府给的农业扶持资金，却没

有为农户办实事，通常先打着 “成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幌子，试图骗取农户，政府的资金。

然后，把集聚的土地以高价向外承包，从中赚取

利润。此种现象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要加强政府

监管力度，不仅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注册成

立进行监管，还需对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活

动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管。采用专款专项制度，不

断进化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环境，提高金融机构

对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任程度，有效获

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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