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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

场”，并强调通过农业补贴政策倾斜、鼓励土地流转、

加大奖励培训力度等措施扶持和培育家庭农场。近

年来，在一系列扶持政策下，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十分

迅速，数量显著增长、经营产业日趋多元、经营效益

明显优于普通农户，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纳入农业农村部调查的家庭农场共

有 54.9 万个，较 2016 年底增加 10.4 万个，增长了

23.3%；家庭农场经营范围覆盖种植业、养殖业、种养

结合等多种类型；各类家庭农场经营耕地 6915.9 万

亩，平均经营耕地 175 亩左右；各类家庭农场年销售

农产品总值为 1765.5 亿元，平均约为 32.2 万元。家

庭农场逐渐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支撑和现

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

粮食型家庭农场是指以粮食类作物为主要产

品的家庭农场，是当前各类家庭农场的主要构成部

分。2017 年纳入农业农村部调查的家庭农场中，从

事种植业的家庭农场约为 33.7 万个，占家庭农场总

数的 61.5%，其中从事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 22.5 万

个，占种植类家庭农场总数的 66.6%，占全部家庭农

场总数的 40.9%。粮食型家庭农场不断发展壮大，逐

渐成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主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家庭农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农业正在经

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其目的在于解决农业

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理顺重要农产

品价格信号，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为粮食型家庭农场调整生产结构、提升竞争力

提供了机遇，但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业生产成本的

不断上升，也使一些粮食型家庭农场陷入转型发展

的困境。本文在概述新一轮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

革进展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当前粮食型家庭农场

发展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促进粮食型家庭

农场摆脱转型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

一、新一轮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及其进展

2004 年以来，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政府逐步建立起了小麦、稻谷的最低

收购价制度和玉米、大豆等的临时收储制度，并从

2008 年开始逐年提高了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

价格水平。截至 2015 年，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和

小麦价格分别较 2007 年提高了 92.9%、91.7%、

106.7%和 71%（见表 1）。尽管上述政策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但也使粮食市场日益政策化，政策的“托市”作

用使粮价高位运行，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市

场扭曲效应严重。政府干预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性收储造成高产量、高

进口量、高库存量并存的畸形结构、农产品竞争力下

降、政策性收储面临 WTO 规则约束以及农业资源环

境恶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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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从 2014 年开始，国家采取“分

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分别对新疆地区棉

花、东北、内蒙古地区大豆和玉米以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油菜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进行

了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市场化的

定价机制，改变最低收购价制度和临时收储制度将“保

供给”和“保收益”两个目标合二为一的做法，把补贴从

价格中剥离，让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二是建立配套

利益补偿机制，合理弥补农民的损失以保护农民生产

积极性，避免农业生产出现断崖式滑坡，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2014 年，国家消了棉花、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

启动了新疆棉花、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

改革试点，同时取消了食糖的国家临储，改为企业收

储并由政府提供一定的贴息补贴；2015 年取消了油

菜籽的临时收储政策，改由地方政府自主决策，同时

首次降低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2016 年启动了东北

地区的玉米价格改革，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并配套

建立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并且首次下调了早籼

稻最低收购价；2017 年，全面下调了稻谷、小麦最低

收购价；2018 年，正式启动了稻谷价格改革，改革保

留了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但分别将粳稻和中

晚籼稻价格下调了 0.2 元 / 斤和 0.1 元 / 斤，并对

稻谷主产省份建立了补贴制度，同时推动稻谷生产

结构调整，在减少当期播种面积的同时重点发展适

销对路的优质稻谷，实现稻谷销售的优质优价。

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背景下

粮食型家庭农场面临的困境

当前开展的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

粮食型家庭农场调整生产结构、优化粮食品种、提升产

品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但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业生

产成本不断上升，严重压缩了粮食型家庭农场的利

润空间，又导致一些粮食型家庭农场陷入经营困境。

（一）三大成本大幅上升压缩农场利润空间

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物质与服务

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租赁成本三个部分。目前，农

资等粮食生产物质费用不断攀升、人工成本和土地

租赁成本居高不下，导致粮食型家庭农场生产成本

“地板”不断抬升。

1.农资价格持续攀升。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成

本涨势不大、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态势。但是，2017

年下半年以来，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持续攀升。化工

行业环保标准的提升、环保督查力度的加大，是农资

成本升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环保标准的提

升，燃煤、天然气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农药、化肥

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在环保督查等压力

下，大量不达标的中小企业关停，不少大中型农药企

业为了达到环保标准停产更新设备，农药化肥企业

开工率有所降低。在上述背景下，农药、化肥等农资

供不应求，农药原药产品成交价格不断大幅上涨。

在农药价格方面，2018年以来，农药价格指数总

体呈现上涨的趋势，每月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涨幅均

超过了20%；2018年 11月农药价格指数达到 105.53，

环比上涨 0.66%，同比上涨 23.92%（详见图 1）。

在化肥价格方面，自 2017 年 9 月以来，中国化

肥综合价格指数也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截至

2018 年 10 月，中国化肥综合价格指数上升为

2316.24 点，环比上涨 0.54%，同比上涨 15.79%（详

见图 1）。

2.“雇工难”“雇工贵”“雇工风险大”问题突出。

家庭农场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但也需要雇佣一定数

量的常年雇工和季节性雇工。目前，家庭农场在雇佣

劳动力时普遍面临“雇工难”、“雇工贵”和“雇工风险

大”的问题。

一是“雇工难”问题突出。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

劳动力转移至城市非农就业，农业优质劳动力流失

问题一直较为突出，中老年农村劳动力成为农业生

产经营的主力。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

公报：2016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约为 3.14 亿

人，其中年龄 55 岁及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约为

33.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约

为 91.7%。粮食型家庭农场普遍难以雇佣到合适的

劳动力，尤其是农忙季节劳动力缺口很大，季节性用

表1 2004 年以来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演变

注：2008(1)是指 2008 年初，2008(2)是指 2008 年新粮收获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和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整理。

图 1 中国农药价格指数（CAPI）

和化肥综合价格指数（CFCI）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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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荒时有发生。

二是“雇工贵”问题突出。近年来，我国农业生

产雇工成本上涨迅速。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数据：2011 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雇工

价格约为 78.58 元 / 日，2016 年则上涨至 114.31

元 / 日，上涨幅度达到 45.6%。江苏、浙江等部分地

区农忙季节用工成本高达 300 元 / 日。

三是“雇工风险大”问题突出。当前粮食型家庭

农场所雇佣的劳动力普遍为劳动能力相对较弱、不

适宜承担高强度劳动的中老年人。而农忙季节农业

生产的高强度、时间的高集中度无疑大大加重了上

述劳动力的负担，也导致家庭农场面临较高的雇工

风险。

3.土地租赁成本居高不下。土地租赁过程中，居

高不下的租金支出成为挤占家庭农场利润空间的重

要因素。土地租赁是目前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的

主要途径。2017 年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监测数据显

示：2017 年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中，租入土地面积

占比约为 76%。其中，粮食型家庭农场租赁土地占比

约为 85%；监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租金约为 532 元 /

亩 /年。其中，粮食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租金约为

497.8 元 / 亩 /年。

部分地区土地流转租金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以江苏省为例，2015 年至今，新增土地流转租金

水平始终维持在 800 元 / 亩 / 年以上。由于家庭农

场租赁土地普遍发生在粮食价格上行时期，以相对

较高的租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且普遍存在“易升不

易降”的刚性现象。在当前粮食价格下行和农资成本

显著升高的新形势下，许多粮食型家庭农场难以维

持庞大的土地租赁支出。

（二）粮食价格逐年下调影响农场经营意愿

2014 年启动新一轮的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改革后，大豆、玉米等临时收储政策均被取消，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亦逐年下调。2018 年，早籼

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较 2015 年下降

了 0.15 元 / 斤、0.12 元 / 斤和 0.25 元 / 斤，小麦

最低收购价较 2015 年下降了 0.03 元 / 斤。与此同

时，实行最低收购价的粮食质量标准有了显著的提

升。执行最低收购价的粮食质量标准从国标五等及

以上提高到国标三等及以上，国标四等及以下的粮

食由地方政府组织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且执行预

案的时间较往年推迟了半月。此外，由于粮食型家

庭农场普遍缺乏烘干设备和仓储设施，导致粮食品

质难以达到国储要求，最终以较低价格出售给市场

收购主体。

在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和粮价下行的叠加

影响下，粮食型家庭农场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相

关研究表明：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导致部分地

区粮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亩均收益下降 200-300

元。不断压缩的利润空间，给粮食型家庭农场带来了

一定的冲击，部分粮食型家庭农场甚至退出了经营。

（三）农业保险难以保障家庭农场需求

随着我国农业气象灾害预警能力的不断增强、

农业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得到

较大的提升。然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家庭农场发生

损失难以避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家庭农场抵御

自然风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普通小农户相比，家

庭农场具有经营规模较大、投入总量大、总成本高等

特点。同时，与普通小农户多元化的收入构成相比，

粮食型家庭农场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家庭农场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更为集

中，风险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危害更为严重。因而，

家庭农场普遍具有更强的农业保险需求。

然而，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普通小农户为出

发点，在风险保障范围、保障水平以及风险管理服务

等方面均难以适应粮食型家庭农场的保险需求。一

方面，现行农业政策性保险产品体系较为单一、同质

化现象严重，不能够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层

次风险管理需求，专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

保险品种较为缺乏；另一方面，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保障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保险金额较低，甚至难

以覆盖农业生产的物化成本，与现代农业“高成本、

高投入”的生产特点脱节。此外，在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定损困难、定损标准较为

主观，补偿不及时和不足额兑付的现象。

（四）粮食型家庭农场转型发展面临瓶颈制约

在种粮成本上升与粮价下行碰头、种粮利润空

间不断压缩的情况下，粮食型家庭农场普遍艰难维

持。部分家庭农场希望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发展种养

结合或延伸粮食产业链，以摆脱当前发展困境，但普

遍面临着贷款难、技术缺乏、营销能力弱等制约。

1.粮食型家庭农场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一些粮食型家庭农场希望通过发展种养结合（如

稻虾共作、稻鸭共作等）来改变单纯种植粮食的局

面；亦有部分家庭农场想通过延伸产业链（如发展农

产品加工、提供烘干服务等）来增加收入。上述转型

过程均需要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粮食型家庭农

场普遍面临资金缺乏、信贷困难等问题。其主要表现

在两点：一是贷款门槛较高，粮食型家庭农场固定资

产相对较少，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但多数

地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

款仍处于试点阶段，尚难以起到支撑作用。二是贷款

成本较高，粮食型家庭农场进行贷款时实际贷款利

率普遍高于基准利率，且进行贷款时需要承担较高

的担保费用和各种附加费用。

2.技术缺乏成为阻碍粮食型家庭农场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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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粮食型家庭农场普遍以年龄较大、文化

程度不高的农户为主，尽管能够适应粮食生产管理，

但对果蔬类经济作物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相关生

产技术和经验较为缺乏。调研发现，粮食型家庭农

场普遍面临生产技术制约，在优质粮食品种选育、稻

虾综合种养、粮食产品粗加工和深加工等诸多方面

缺乏有效的技术指导。对江苏、黑龙江等地典型粮

食型家庭农场的调研则显示，种养技术及经营管理

培训、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粮食型家庭农场对

政府支持最重要的期待。

三、破解粮食型家庭农场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

（一）引导粮食型家庭农场“产购储加销”全产

业链发展

实现粮食产品优质优价优补是当前粮食产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应当引导粮食型家庭农场发展“产

购储加销”全产业链模式。

在生产环节，重点推进粮食品种优质化，实现

优质优价。结合不同区域特有的气候、土壤条件，强

化优质粮食品种的选育和推广，通过优选优种、优化

种植结构，引导家庭农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优质粮食

品种，如盱眙地区的龙虾米等。加大对符合市场需

求的优质粮食品种的政策支持力度，针对种植优质

粮食品种的家庭农场提供适当补贴。

在加工环节，鼓励粮食型家庭农场延长产业

链，通过发展稻谷、玉米和小麦等粗加工、深加工，提

高粮食附加值，进而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支持农场

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仓储设施等。通过项目引导等方

式，合理规划，强化家庭农场仓储场地、烘干设施等

的政策性支持供给。

在销售环节，坚持构建“以质论价、优质优价、

分品种、分等级单收单储”制度，推动家庭农场与农

业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化种植，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鼓励龙头企业为家庭农场

提供良种、农资等，促进优质粮源生产建设。

在推进粮食产品优质优价优补的过程中，应强

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政策宣传力度，为粮食型

家庭农场答疑解惑。积极为粮食型家庭农场提供农

药残留等质量检测服务，加强对家庭农场优质粮食

品种的采购、配送以及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二）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粮食型家庭农场风险

保障体系

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相对普通农户较大，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覆盖面相对更大。为

此，要探索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家庭农场风险保障

体系。

1.在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合理提高

保费和理赔标准；拓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

提高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运行机

制，规范农业保险定损理赔机制，解决目前普遍存在

的查勘定损不够科学、理赔条件苛刻、费率僵化、补

偿不足额等问题。及时总结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工作

的经验，完善大灾保险的运行机制，并逐步在粮食主

产省区进行推广。充分利用再保险独特的大灾风险

管理能力，通过建立标准化、制度化的再保险机制，

解决单一商业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及再保

险安排中的风险难以分散的问题。

2.稳步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试点工

作。2018 年，中央财政针对三大粮食作物推出了完

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项目，并在部分粮食主产区

开展了试点工作。与现行农业保险仅保障直接物化

成本不同，完全成本保险在直接物化成本的基础上，

隐含了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农

业生产总成本，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

能力，切实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但收入保险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农业保险，对于粮

食市场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需要政府不

断完善粮食收入保险的配套机制。因此，一方面应当

深化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形成粮食

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另一方面，应当探索构建数据信

息采集和共享平台，包括涵盖全国农户的土地承包

与粮食播种面积等内容的农业基础信息数据系统、

部门间粮食产量和价格数据的信息共享机制等。

3.试点开展农业劳动力雇工保险或雇工风险基

金。在部分地区试点和推广家庭农场雇主责任险。针

对家庭农场雇工人员不确定、雇工年龄相对较大的

特点，家庭农场雇主责任险可以家庭农场经营的农

田投保，保费按照经营的耕地面积收取，投保者参保

时不需要提供自己雇佣的雇工人员名单，理赔时只

需证明存在雇佣关系。保障范围涵盖死亡、伤残、误

工及第三者责任险。

（三）探索构建家庭农场转型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

1.强化信贷优惠政策。按照“宜户则户、宜场则

场、宜社则社”的原则，灵活确定承贷主体，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简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的审批流

程，缩短信贷审批环节，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便利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物范围。积极稳妥

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扩大试点范围。针对种植

粮食类、种植经济作物类、养殖畜禽类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收益保证、大

额订单质押、涉农直补资金担保、畜禽产品抵押等多

元化担保方式，满足不同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对规

模、产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现代农业企业，进一步做好

“龙头企业 +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 + 现代农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背景下粮食型家庭农场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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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主体 +农户”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2.合理管控土地租金水平。借鉴江苏省等地经

验，发挥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作用，定期发布土

地流转交易指导价格，为家庭农场流转土地提供参

考。鼓励家庭农场通过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采

取阶梯竞价、拍卖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交易，以形成

合理的土地流转租金水平。对于因土地流转租金而

产生的矛盾纠纷，应当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调解作用，保障粮食型家庭农场和土地转出农户

的合理利益。

3.加强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围绕提升家庭农

场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科学确定相

应培训内容。在综合素质方面，重点设置职业道德素

养、团队合作、科学发展等内容；在生产技能方面，重

点设置新知识、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新装备的应
用，市场化、信息化、标准化和质量安全等内容；在经
营管理能力方面，重点设置创新创业、品牌创建、市
场营销、企业管理、融资担保等内容。在农民职业教
育方面，推动农业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设置职业素
养、创业实践、产业融合等内容，提高教育培养的系
统性科学性，满足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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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based Family Fa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form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Abstract：Grain-based family farms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and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ood supp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grain-based family farms to adjust production structure, optimize grain varieties, and

enhance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food prices and the rising co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severely reduced the profit margin of grain-based family farms, causing some

food-type family farms to fall into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form and

progress of the new rou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based family farms, and furth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food-based family farms to get rid of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Key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s Price;Reform of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Grain Family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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