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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啸 □武舜臣

土地托管的内涵与实现：
理论剖析与实践归纳

引 言
源于农业生产经营实践和探索中的土地托管，以少数托管服务主体向众多小农户提供农机作业等

服务的模式，实现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该模式的出现，不仅提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可行

思路，也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开辟了崭新方向。2014年，我国首次将农业“托管式”服务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开始从顶层设计对该模式给予支持。2016年和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高度重视“土地托

管”在发展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中的作用。为落实中央支持发展土地托管的政策部署，原农业部等部委

在2017年接连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托管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土地托管的具体举措。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施策推动土地托管发展，如山

东省打造的“3公里土地托管服务圈”及山西省开展的“全省范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等。

基于土地托管在农业节本增效、规模经营发展、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等方面的作用，各级政府

都对土地托管寄予厚望。当前，土地托管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形成，但相关政策理念的落实依然需要加

深对该模式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此，进一步对土地托管实践给予细致观察，总结其内涵特征，同时弄

清其实现的现实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与方兴未艾的土地托管实践相比，理论界似乎没有

给予足够的回应。尤其是在土地托管内涵特征和形成机制的理解方面，尚缺乏足够的讨论。对此，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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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托管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组成。基于理论剖析和实践归纳，本文试图得出土

地托管的内涵特征和实现逻辑，以规范学界和决策层对土地托管的认识。文章认为，土地托管本质

为农地经营权细分后的优化配置，表现出服务基础上的二元主体经营特征。其发展得益于收益共

享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却受限于内含的高交易成本。影响机制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家庭代

际分工、农业机械发展和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共同构成了土地托管实现的外部条件。多元主体的参

与逻辑则构成了土地托管形成的内在基础。根据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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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借助对土地托管的现实调查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从内涵特征和实现逻辑两个方面对土地托管进

行分析，希望在对土地托管的认识上有所帮助。

一、土地托管的内涵特征
对事物的基本认识决定了特定主体对待该事物的主观态度以及发展该事物的行动方向。对于政府

而言，如何理解土地托管决定了他们会制定何种政策予以支持；而对于学界而言，对土地托管的理解决

定了要在何种话语体系下对此进行讨论。从这一逻辑出发，对土地托管的基本认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

基础，只有对其内涵特征形成统一的理解，才能实现同一话语体系下的讨论，才能让同类别的研究具有

参照性和可比性。因此，本文首先试图说明应如何理解土地托管。

（一）学界对土地托管的争论

土地托管是我国农业经营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并不是农业经济研究中的一般概念，在讨论时应根

据其内涵特征进行理论抽象。由于土地托管在现实中的形式复杂多样，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各地政

府对土地托管的理解莫衷一是。同样，学者们对土地托管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土地托管是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一种典型形式[1][2]，表现为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者委托他人代为管理或经营耕地。在

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土地托管并非简单地购买服务，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3]。为了对土地托

管进行一般化地抽象，有学者基于合同理论将土地托管定义为一种以企业牵头生产，按照土地要素进

行分配，而土地的控制权归属农民的合同结构[4]。还有学者认为土地托管具有反向租佃制的性质，尽管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土地托管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形式，但二者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区别[5]。

在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学界大概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托管

和土地流转存在根本区别，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1][3][6]。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土地托管中，农

户不仅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也保留着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户仅是享用土地托管服务方提供的

服务；而土地流转则是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农户不再参与土地经营。作为土地流转的一种替代模式，土

地托管实现了粮食生产由土地规模经营到服务规模经营转变[7]，能够适应不同收入结构、脱农程度和

种粮意愿农户的需求[3]，但同时有学者强调两种模式仅存在适用性差别，而不存在绝对优劣之分[8]；第

二种观点认为土地托管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形式[9][10]，土地托管是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兴起而逐渐形

成，土地托管组织则是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进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有学者提出土地托管是我国农

村经济转型期一种过渡性的流转模式[11]。学界对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的理解形成了鲜明对立的观点，

但对土地托管在促进粮食规模化种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种粮收益方面的作用认识较为一致。

从中央层面发布的系列文件看，土地托管一直被定位为一种服务模式或者以服务为特征的农业经

营方式。结合政策文件，同时基于对现实案例的调研观察，本文提出对土地托管的基本认识。

（二）对土地托管内涵特征的认识

本文认为，土地托管是农户将部分土地经营权让渡给托管服务主体，由后者代为管理农资购买、农

机作业、产品处理等生产经营环节，形成“农户+托管服务主体”二元主体共同完成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

模式。具体来说，对土地托管的理解，应该立足于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土地，其二是服务。首先，土地要素

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石，任何一种农业经营方式都是围绕如何合理利用土地而开展的，土地托管同样

如此，该模式对土地的利用表现为土地经营权在农户和托管服务主体间的再分配。其次，土地托管不同

于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表现出典型的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服务特征，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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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认识土地托管，本文选择土地流转作为参照系做对比分析，围绕土地经营权讨论土地托管

之于土地流转的差异。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现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主要方

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因此，选择土地流转作为参照系去认识土地托管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①。

根据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先后顺序对农地经营权进行细分，可以分为以下四类（见图1）。第

一，作物选择。主要是确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同时也包括种植或撂荒的决策选择。第二，农资购买。主要

是对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进行选择。第三，农业作业。包括耕地、种植、植保、灌溉等田间管

理、收获、秸秆还田等田间作业，既可以选择依靠人力，也可以选择依靠机械。第四，产品处理。主要包括

粮食的运输、流通、加工和销售等产后处理决策。

1.土地托管是农地经营权细分后的优化配置

一般情况下，从事农业

生产的农户享有对以上四

个经营流程的完全决策权，

即充分掌握土地经营权，并

享受收益权。土地经营权的

流转是指农户将以上四类

决策权全部让渡给规模经

营主体，在一定时间内，不

再保留对土地处置的权利，

这也意味着经营土地产生

的收益归规模经营主体所

有。作为补偿，农户获得相

应的土地租金②。但对于土

地托管，应理解为农户基于

收益最大化目标，将以上四类经营权进行重新配置，进而形成了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在土地托管中，农

户依然保留着作物选择的权利，现实中的大多数土地托管案例，种植作物品种基本都是粮食作物，托管

前后的作物品种并未发生改变，而经营权流转后作物的选择就改由规模经营主体决定。然后，对于农资

购买、农业作业、产品处理三个环节，农户通过委托关系交由托管服务主体负责，享受托管服务。这种委

托既可以是只购买农业作业部分环节或全部环节的农机服务，也可以在购买农机服务的基础上拓展到

农资购买和产品处理，经营权委托程度有很强的灵活性。文献中，有学者用全托管、半托管等不同形式

来概括农户的多种决策结果[13]。经营权流转和土地托管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是经营权的完全让渡，

后者则是对经营权细分后的优化配置。

①土地流转是我国农地利用方面的特有用法，实质上是一个十分综合的概念。2003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意味着土地流转包含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多
种方式；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遵循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是增加了股份合作的形式；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
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意味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经营权流转代替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土地流转的官方表达。2015—2017年连续
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沿用了“经营权流转”这一说法。这也是本文选择经营权流转作为参照系的重要原因。同时，本文所说的土地流
转主要是指土地出租，该形式也是我国土地流转最主要的形式。

②这里主要是指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经营权流转，实际上在我国农村的经营权流转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亲属、朋友之间完成，并不完
全市场化，存在“人情地租”的问题[12]。

图1 经营权细分后土地托管与土地流转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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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托管是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二元主体经营

通过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主体，依然保留着农业生产的单一主体（或家庭经营）特征。与之

不同，土地托管是一种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二元主体经营。理解这种二元主体经营的内涵，关键在于意

识到托管服务主体享有细分经营权后，还必须承担享有经营权的责任，这也构成了土地托管与一般农

机服务的差异。在一般的农机服务中，服务方只需对其承担的服务内容负责，比如收割，服务方要确保

收割服务的质量，农户与服务方之间只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在土地托管中却不只如此。托管服务主

体承担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机械作业，同时也可能涉及农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对于细分后的农地经营

权，他们参与的经营环节数量甚至会超过托管农户，此时他们不仅需要对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负责，还要

对最终的粮食产量负责①。换句话说，追求农业产出最大化被纳入到他们的目标函数，这是土地托管和

一般农机服务的最大差别。对于流转土地后形成的规模经营主体，现实中他们同样会根据需要雇佣农

机服务，但这不改变他们在农业经营中的主导地位，保持了单一主体的稳定性，他们和农机服务主体之

间是雇佣关系。但在土地托管中，农户和托管服务主体要共同为农业生产的最终产出负责，托管服务主

体具备了服务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14]，这也使得土地托管表现出土地经营的“农户+托管服务主体”

二元主体特征。在托管过程中，农户和托管服务主体之间往往通过签订合约的形式实现经营权的共享，

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经营决策以谁为主的问题。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地区的合约形式存在差异，

农户和托管主体对经营权掌控的强弱不一致，农户的参与程度十分不同。依托合约，双方就利益分配以

及风险分担进行说明，这也是土地托管与一般服务的重大差别。

综上，本文认为土地托管的内涵特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土地托管是农地经营权细分后的优

化配置。农户在保留一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农资购买、农业作业、产品处理三种经营权利的全

部或者部分委托给托管服务主体，由托管服务主体代为行使，完成农业的生产和商品化过程，同时农户

对托管服务主体的经营行为发挥监督作用，最终实现经营权的优化配置。第二，土地托管是建立在服务

基础上的二元主体经营。托管服务主体在行使经营权的过程中，不仅对服务质量负责，还要对最终的农

业产出负责，使得土地托管具备了农户与托管服务主体共同追求最大农业收益的二元主体特征。

（三）土地托管的优势和不足

土地托管的内涵特征直接决定了该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构建了一种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的联结

机制，其最明显的不足在于内含较高的交易成本。

1.土地托管实现了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

通过对土地经营权的重新配置和共同经营农业，可以充分发挥托管服务主体在资本、技术、农资渠

道、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发挥农户家庭经营的优势，两类主体可以在三个方面共同获益：

第一是农资流通环节减少，节约的流通成本可以在二者之间分配；第二是农机服务实现规模经营，带来

的规模效应可以在二者之间分配；第三是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带来的粮食超额

产量以及销售溢价可以在二者之间分配，双方建立起收益共享机制。此外，在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主

体支付的租金成为沉淀成本，并完全承担农业生产的各类风险。但在土地托管模式下，托管服务主体无

需支付租金，他们为经营的效果负责，承担经营风险；农业的自然风险和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依然

主要由农户承担，二者之间实现了风险分担。

2.土地托管内含较高的交易成本

①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种“负责”不是指必须无条件地达到某一产量，农业生产的自然意味着这种约定不可置信，也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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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托管的规模经济建立在大量农户参与且其经营的土地集中连片的基础上。但我国农户经营规

模普遍较小且地块分散，意味着托管服务主体必须和数量众多的小农户谈判，说服他们分享经营权，存

在着高昂的谈判成本。同时，农户的异质性和多元化使得他们对服务有着不同的需要，但对于托管服务

主体而言，提供统一和同质性的服务是最佳选择。要让农户接受，必须能够化解两种不同诉求之间的矛

盾，故存在着高昂的缔约成本。合约达成后，农户对服务质量、服务效果等又有着各自的态度，容易产生

争议，对托管服务主体而言，化解这些争议取得农户的信任又是不小的成本。总体而言，二者之间想要

达成一种双方都满意的合约，是有较高交易成本的。

二、土地托管的实现逻辑
土地托管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是多元参与主体在自身资源禀赋和外在约束条件下，降低风险、

提高收益，相互博弈、妥协和合作的结果[3]。因此，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思考土地托管是如何实现的。首先

要关注土地托管形成的前提条件，理解外部环境变化与经营模式演变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关注多元主

体的行为逻辑，挖掘他们选择土地托管的深层原因。只有在条件适宜，同时契合多元主体需要的情况

下，土地托管才具备了实现的基础。

（一）土地托管形成的外部条件：生产要素的演变

土地、劳动和机械是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三种基本要素，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户均

耕地面积较小的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劳动要素和机械要素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1.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代际分工

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是农民养家糊口的主要生产要素，农业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人

多地少，为提高农业产出，农民依靠投入过量劳动实现了较高的土地生产率，我国农业长期表现出“过

密化”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

呈现出“男多女少，壮年优先”的趋势[15]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农

民工数量已超过2.88亿。其中，5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为78%，男性农民工占比为65%，侧面反映了农村

劳动力的流失多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中年龄在55岁以上的超过了33%，而在35岁以下的不足20%，农业生产经营者中的女性比例已接近

50%，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特征趋势明显。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劳动供给构成了冲

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时效性特征又加剧这种短缺[16]，留守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则显著提高[17]。当

前，我国农村家庭普遍呈现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

在家务农[18]。农业劳动力转移缓解了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削弱了农地之于农民家庭

的生计功能，土地经营模式的创新具备了客观条件。

2.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

2003年到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中的雇工平均日工资从18.80元上升到107.49元，按当年价格计

算增加了4.72倍。而同一时段，机械价格增速远低于农业劳动力价格增速[19]。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

论，农民会选择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替代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20]。我国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

比价的不断上升诱使农民产生了农机服务需求，并因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而得到进一步加强[21][22]。

①不少研究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作为土地托管形成的重要因素[5][13]，但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具有经营权流转、土地托管
等不同形式的选择，并不是影响土地托管实现的特有原因，故本文认为将其作为一个外部条件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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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2004年实施的农机购置补贴极大地推动了农机装备的发展。2018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

到10亿千瓦，较2004年增加超过50%。我国农业机械化并没有按照“自购自用”的路径发展，而是在农业

分工深化和大型农机提供服务基础上实现了服务外包[23]，这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偏向大型农机密切相

关。大量的农机服务商参与到农机服务市场中，推动了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农机服务市场适应了我国

小农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24]，实现了农机服务的供需匹配。农业机械化与农机服务市场发展是土地经

营模式创新的基础，尤其是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使得小农户能够在无需购置机械的前提下实现机械

化，为更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驱动经营规模扩张的经济动力①。

（二）土地托管形成的内在基础：多元主体的参与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土地托管的形成创造了外部条件，这一模式最终能够实

现是多元主体在客观环境约束下理性决策的结果。土地托管的参与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农户，他们是土

地要素的“所有”者（承包权）；另一类是托管服务主体，他们是各类服务的供给者，欲借助分享农户的土

地经营权实现预定目标，根据他们参与农业经营的三个环节，可以细分为三类，分别是农资供应商、农

机服务商、粮食收购商。以下将分主体进行讨论。

1.农户在土地托管实现过程中的行为逻辑

在我国农村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下，留守村庄的老年人已无法适应外出务工的需要，从事

农业生产是他们“就业”的最佳选择，此外他们对土地有着浓厚的情结，仍有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

因此，他们的行动目标指向了如何更好地完成农业生产活动。在经营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通

过购置农机实现机械化生产。而农业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满足了农户的农机服务需要，同时帮助他们

克服规模不经济的问题[26]。随着我国农机购置补贴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农机服务商数量逐渐增加，全程

机械化服务和区域性农机服务愈发普遍。控制在一定半径内的区域性农机服务，能够依靠熟人社会解

决农机服务中的监督问题，保障服务质量。因此，在健全的农业服务体系下，农户完全可以依靠服务外

包完成农业生产活动。他们的农机服务需求逐渐从单一环节向全环节演进，这成为土地托管需求的最

初形态。由于集中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能够降低成本，集中销售粮食能够增加收入，农户也产生了将购买

农资和产品处理两项经营活动委托给托管服务主体的需求。土地托管使农户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并参与

其中实现就业，同时与完全自营相比，该模式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收益，实现了规模经济。

托管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出上的承诺和努力，增强了农户对土地托管的信心。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境。即农户家庭已经没有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面对土地托管和土地

流转等不同形式，他们会通过衡量收益和风险做出选择。土地流转，意味着农户将土地的经营权完全让

渡给规模经营主体，只能获得固定的租金。流转期内，农户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由于土地在我国不

单纯是农业的生产要素，还承载了社会保障功能[27]。在正式保障缺失时，农地的福利保障功能会抑制农

户流转经营权[28]。此外，经营权流转可能会出现拖欠租金的风险以及土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土地硬化

风险等[29]，也可能产生土地纠纷。与土地流转相比，土地托管获得的收益是农业收益，这份收益可能会

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出现波动，但在正常情况下，都至少不会比土地流转的固定租金低，同时能规避土地

流转的风险。不过基于实际观察，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农户面临的决策不是如何在不同模式之间选择，而

①对美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史的研究表明，规模扩张和大型农机使用之间存在着内生关系，即规模扩张有利于大型农机的使用，
而后者也会反向推动规模的提高[25]。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则很不一样，是在土地规模极小的情况下，依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强力
推动，实现了大型农机的使用，在农地规模扩张受限的情况下，使得提供农机服务成为提高大型农机使用效率的必然选择。所以，大型
农机的快速发展会使得其所有者主动寻求更大的经营规模，甚至会主动促成经营规模的扩张，以确保大型农机的经济性。但仍要明确，
要素的相对价格对无论哪种形式的农机利用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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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决定是否参与由其他主体发起的某种特定模式。于土地托管而言，农户是需求方，根据需要决定是

否加入。

2.托管服务主体在土地托管实现过程中的行为逻辑

由图1可知，托管服务主体主要涉足农地经营权细分后的三个部分，农资购买、农业作业和产品处

理，对应托管收益的三个主要来源。第一，农资收益。托管服务主体一般会按照高于批发价，低于市场零

售价的价格向农户销售农资，赚取差价。第二，农机服务收益。托管服务主体设置的服务价格也往往比

市场价低，依靠服务大规模且相对集中的土地，降低实际损耗，确保农机作业的总收益。第三，粮食收

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赚取粮食销售差价，托管农户往往会把粮食销售给托管服务主体，后者利

用农户销售时点和自身对外销售时点的时间差赚取价格差；另一部分是获得粮食超额产量的收益分

成，托管服务主体为赢得农户信任会设置保底产量或类似标准，超出部分二者按比例分成。多元收益的

存在，吸引了农资供应商、农机服务商和粮食收购商等不同主体参与其中。

（1）农机服务商

在土地托管中，农机服务是核心。农机服务商追求服务收益最大化[30]，具有扩大服务规模和增加服

务环节的需要。由于我国农机服务逐渐呈现区域化特征，在有限的区域范围内，扩大服务规模的横向发

展战略受到一定约束，需要向增加服务环节的纵向发展方式拓展。比如，山西省洪洞县的农机手马旺

旺，最开始帮助村民耕种收。后来村民又有了打药、施肥、除草等方面的农机服务需求，他从服务个别生

产环节，逐渐发展到全程服务。随着农机作业越来越多，他与同村的几名农机手抱团成立了合作社，发

展土地托管。合作社和托管农户签订托管合同，形成了稳定的合约关系。合作社为农户安排作业机械和

跟踪监督服务，实行统一作业价格、统一作业质量、统一作业时间、统一作业模式，收获的粮食归农户所

有①。依托土地托管，农机服务商与农户签订合约建立相对稳定的服务关系，扩大和稳定了农机服务收

益。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还有很多农机服务商会将服务拓展到农资购买和产品处理环节[14]。农机服务

商为满足农户服务需求发展土地托管，是后者得以实现的一种典型模式。

（2）农资供应商

与农机服务商本身就是服务农业产中环节不同，农资供应商处于产业链上游，一般只发挥提供农

业生产资料的功能，并不直接回应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但他们为何积极参与土地托管，并成为主要推

动力量，陈义媛[2]和胡凌啸等[31]都进行了详细分析。从产业链纵向整合理论出发，农资零售商发展土地

托管的原因在于降低农资销售的交易成本、减少农资销售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得其他生产环节的收益。

农资产品基本要依托农业机械才能得到有效利用，促使农资供应商希望通过为农民提供农机服务的方

式确保农资销量，其行为逻辑从销售产品向提供服务和销售产品并重转变。这种倾向不仅发生在和农

户直接打交道的农资零售商身上，大型农资生产商也参与其中。比如大型农资民营企业金正大集团，

2017年成立金丰公社发展土地托管，为农户提供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产品打包服务，提供从种植到

收获的全程机械化服务，土地最终产出归属农户，承诺产量达到区域平均亩产。为占领农资市场，促进

农资销售，农资供应商有很强的动机推动土地托管。同时他们在农资领域的优势确保了土地托管实现。

（3）粮食收购商

同农资供应商类似，粮食收购商和农户之间往往只是市场交易关系，并不涉足农业的生产环节。但

①案例来源：徐明.从“田保姆”到“田管家”——山西洪洞县马旺旺农机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纪实[J].农村经营管理，2017，(11):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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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发展需要，他们也产生了土地托管的动机。以粮食加工商为例，大型跨国企业正大集团在吉林榆树

建立了吉林正榆农业服务平台，为农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借助土地托管模式实现规模经营，确保玉米

产量和质量，并通过订单收购玉米用于饲料加工。正大集团发展土地托管最主要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

获得托管中的收益，也是为了获得稳定和高质量的饲料来源，满足生产饲料的需要。

此外，还存在一类主体，即土地流转中的规模经营主体，以追求粮食产量作为经营目标，在此一并

讨论。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规模经营主体从土地流转模式向土地托管模式转变，进而演化成为

托管服务主体①。这是由于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在土地流转后完全由规模经营

主体承担。此外，土地租金呈现上升趋势，作为沉淀成本，增加了规模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经营的资金压

力。借助土地托管，他们从“经营土地”转向“服务土地”，收益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但同时降低了经营成

本，并规避了风险。

3.土地托管模式契合了多元主体的需要

土地托管的实现，更多依赖托管服务主体的发起和推动，他们作为服务供给者，有主动创造土地托

管模式的经济激励。土地托管在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的优势，既满足了他们追求差异化收益的需要，又

降低了他们的投资风险。农户更多扮演土地托管模式的接受者，在衡量收益风险后选择是否加入，这一

模式契合了他们经营土地的需要，经营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中。农机服务商、农资销售商和粮食收购商等

主体都深嵌于我国乡土社会，了解乡土社会的特征和农业经营的特点，他们发起土地托管能够获得农

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地托管模式所内含的交易成本。而且，他们还会通过村集体等

外部组织帮助他们发动农户参与到土地托管中去，也是降低交易难度的重要方式。这几类主体在资本

的积累和资源的整合上都具有优势，为他们发展土地托管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土地托管的内涵特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农地经营权细分后的优化配置以及建立在服务基础上

的二元主体经营。这一特征决定了土地托管构建了一种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的机制，但同时也内含较

高的交易成本。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代际分工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构成

了土地托管实现的外部条件，多元主体参与的行为逻辑则构成了内在基础，其中托管服务主体发挥主

导作用。基于对土地托管的认识，在政策层面促进土地托管发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不同行为主

体的决策逻辑，具体有以下建议：

（一）尊重农民意愿是发展土地托管的首要原则

土地托管相对于经营权流转而言，适应了农户规避风险、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但现实中的土地托

管也具有地域性和阶段性的局限，在经营模式选择和政策设计上必须关注地区间的差异性。土地托管

和经营权流转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具备各自的适用性。因此，政府施策时对土地托管和

经营权流转都要客观对待，不能盲目地一刀切。同时在推进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在

合适的地区稳步推进，借助相关政策引导土地托管的实现。

（二）培育托管服务主体是撬动土地托管发展的关键

①在现实中，规模经营主体和另外三类主体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主体，多种身份”的情况非常普遍[32]。例如，农机服务商、
农资供应商可能本身就是规模经营主体；不少经营主体（尤以“合作社”命名居多）会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战略，既进行经营权流转，又开
展土地托管，因此既是规模经营主体，同时又是托管服务主体。本文之所以单独强调规模经营主体，重点是为了说明经营模式之间存在
转变，而这种转变也是推动土地托管实现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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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主体在土地托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在服务、经营、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决定了土

地托管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效率。根据多地调研，我国托管服务主体普遍存在着服务能力不足、经营管理

能力不高、抗风险能力不强、资金需求缺口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土地托管的发展。应该通过培育托管

服务主体的方式，增加土地托管的有效供给，撬动土地托管的发展。可以考虑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已有的支持政策，选准主体，对症施策，加大对托管服务主体的培育力度，提

高他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三）加大公共品的支持力度是发展土地托管的保障

虽然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并未详细介绍土地托管实现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但基于市场机制发挥主导

作用的原则，认为政府应该明确增加对土地托管所需公共品供给的政策导向。主要包括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是土地平整、田块整理工作；增加保险和金融方面的支持，风险较高和资金缺乏是土地托管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大难题，也是政府应该重点支持的两个方面；提高农业政策的稳定性，政策不稳定

对经营主体的决策有很大影响，要逐渐实现相关支持政策的常态化，减少政策变动对土地托管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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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 i on and R eal i zat i on of L and Tr usteeshi p:

Conceptual Anal ysi s and Case Study

H u L i ng-xi ao, W u Shun-chen

Abst r act : Land trusteeship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various forms of agriculture large-scale management in Chi⁃
na.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land trusteeship, analyz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logic, to en⁃
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d trusteeship.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land trusteeship is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agricultur⁃
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fter the subdivision and the dual entity management based on service. The mode of land trusteeship
constructs a mechanism of revenue sharing and risk sharing, but also contains high transaction cost.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divi⁃
s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labo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have created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nd trusteeship. The participation logic of multi-sub⁃
jects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found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land trusteeship, and land trusteeship fits the needs of multiple sub⁃
jec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gives relev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 ey Wor ds: Land Trusteeship;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Logic of Realiz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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