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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

肆意横行，从武汉到全国，对中国

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面对突发事件，

更能体现“粮稳安天下”的紧迫性

与重要性。尤其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要关

头，“三农”压舱石的作用凸显。

春好种秋好收，往年立春时节，正

值农民储货备耕时刻。面临新冠肺

炎，农村一方面要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一方面还要储货备资迎接春

耕。如何在不聚众、不扎堆的前提

下，做到防疫春耕两不误，是当前

“三农”工作的重点。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监测课题组于2020年2月12日至2月
15日对全国8个省份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开展了疫情影响的网络问卷

调查，共回收问卷3861份（为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提供社会化服务的

组织占比分别为53.07%、43.83%，

其中0.68%的样本是兼顾粮食作物与

经济作物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这部

分样本是按照主要服务类型归类划

分，剩余3.81%的服务组织主要服

务于畜禽和水产养殖。考虑到畜禽

和水产养殖的服务组织不是本文关

注的重点，在样本中将其剔除），

最终有效问卷3714份（其中，山东

1037份、湖北754份、四川820份、

安徽396份、宁夏414份、黑龙江126

份、河南111份、江苏56份）。调查

结果显示，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在严防严控

疫情的“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时在疫情期间，受各行各业

停工停业、封桥封路等影响，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遇到一些困

境和难题。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
发展现状

（一）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呈现出队伍高素质化、服务

规模化、专业化与市场化等发展特

征和趋势

一是服务队伍平均年龄较低、

素质较高。调查结果显示，服务组

织负责人平均年龄为45岁左右，高

中以上学历占比高达68.81%。二是

近年来服务组织发展迅速，逐渐形

成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专业服务户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规模

化、专业化与市场化的服务格局。

多数服务组织成立于2010年后，从

2015年开始迅速发展。调研样本中

的服务组织主要是农业企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这三类服务组织占

比高达95%，而普通服务户类型占

比较少，仅为3%。其中，专业化合

作社类型的服务组织占比最高，为

62%；其次是家庭农场，占比25%，

农业企业，占比8%。农业企业虽然

数量少，但服务面积和服务水平最

为突出。从市场化程度看，由农户

自发组织与农业企业发起形成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占比高达98%。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所提供的服务以农机服务、农资服

务、全程托管服务为主，在粮食作

物与经济作物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提供农机服务、农资服

务、全程托管服务的服务组织占比

较高。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主要包

括农机服务、农资服务、全程托管

服务、仓储服务、包装加工服务、

电商服务等，占比依次为44.13%、

3 5 . 5 % 、 2 2 . 7 9 % 、 1 7 . 3 3 % 、

15.61%、15.17%。二是粮食作物

与经济作物所接受的主要服务类型

差异较大。就粮食作物而言，服务

组织所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为农机

服务，占比高达65.55%，其次是

农资服务、全程托管服务与仓储服

务，占比依次为36.49%、34.98%和

20.94%。就经济作物而言，在服务

组织所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中，农

资服务占比最高，达41.35%，其次

是农机服务，达28.68%。值得注意

的是，相对于粮食作物，包装加工

服务与电商服务是经济作物的主要

服务类型，占比分别高达23.07%和

22.38%。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

服务规模在作物之间、地区之间存

在明显差异，各服务组织进一步扩

大服务规模的趋势明显

一是从作物结构比较看，2019
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平

均服务规模为15412亩次。服务于粮

食作物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其

平均服务规模较高，平均为21892亩
次，约为经济作物的2.67倍。二是

从地区比较看，以种植粮食作物为

主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

四川的服务组织，其平均服务规模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以经济作

物为主的陕西、湖北、宁夏等地服

务组织的平均服务规模则明显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三是有超过一半的

服务组织选择继续扩大服务规模。

预计2020年，50.78%的服务组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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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厂下地等。这一方面保障春耕

工作能够尽量少受疫情影响，顺利

扎实开展；另一方面减轻小农户受

疫情影响的压力，起到了稳定农业

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
疫情中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尽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响应参与战

斗，但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现代化

运营管理能力、处理突发事件能

力、资金融通能力均尚待改善，在

疫情发生下，受各行各业停工停

业、封桥封路等影响，其服务供应

链遇到一些困境和难题。

（一）疫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春耕备耕等农业生产造成的影

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存在作

物品种、地区与服务类型上的差异

第一，疫情对服务组织进行农

业生产造成了不确定性影响。调查

结果显示，仅有8.53%的服务组织认

为疫情对春耕备耕与其他农业生产

的影响不大；52.02%的服务组织认

为对疫情的发展没有把握，疫情暂

时对春耕备耕与其他农业生产的影

响较小，但如果疫情在3月份之前不

能受到控制，将会对服务组织从事

农业生产产生较大影响。25.78%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认为目前疫情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13.68%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认为疫情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春耕备耕与其

他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二，粮食作物服务组织受疫

情影响的范围更广，但经济作物服

务组织受疫情影响程度更大。从影

响的范围看，粮食作物服务组织受

到的影响比例稍高，为55.71%，较

经济作物高1.92%。从受影响的程度

看，粮食作物受较大影响或很大影

响的服务组织占粮食作物总服务组

织数量的30.57%；经济作物受较大

影响或很大影响的服务组织占经济

作物总服务组织数量的46.51%。

第三，处于不同春耕备耕时段

不同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

疫情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从地区

结构看，湖北疫区有58%的服务组

织反映疫情对春耕备耕和农业生产

的影响很大，除湖北以外，其他省

份受影响的程度跟各地春耕备耕时

段关联较大。

会继续扩大服务规模。在黑龙江、

河南、四川、山东和湖北的服务组

织中，有超过一半的比例预计将扩

大服务规模。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
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在疫情期间，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积极行动，为缓解疫情带来

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支撑疫情后的

农业生产发挥了多层次的关键性作

用。调查结果显示，92.67%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参加了新冠肺

炎的疫情防控与  “稳春耕、保生

产”工作。

其一，为支援疫情严重地区

物资供应，74.88%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参与了捐款、捐献农产品、

捐献生活物资与医用物资等公益活

动，其中参与捐款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最多，占39.22%。

其二，为控制疫情在农村地区

的蔓延，46.61%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通过义务消毒作业的方式参与

了疫情在农村地区的防控工作。这

些服务组织第一时间配合政府成立

防控阻击队，利用先进的无人机、

植保机等植保设备对病毒进行快

速、高效消杀，缓解了传统喷雾器

消杀效率低、范围小、时间久、用

人多的抗疫压力。

其 三 ， 为 “ 稳 春 耕 、 保 生

产”， 58.64%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顶着疫情期间成本上升的压力，

选择不涨服务费，22.08%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选择降低服务费，

更有6.34%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打算将服务费降低10%以上，让利

农户。为避免聚众扎堆，部分服务

组织选择线上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

全程托管服务，部分服务组织选择

“点对点服务”直接将农资或农机

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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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气象中心对2020年

春耕备耕时段预测的划分：一是处

于春耕备耕时段较早的四川、宁夏

和陕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疫

情的影响最大。三个省份分别有

42.8%、38.89%、37.5%的服务组

织反映受疫情的影响较大或很大。

四川现在正处于柑橘采摘、采茶阶

段，劳动力缺乏是关键因素，同时

四川的粮食作物主要靠跨区作业，

跨区作业不能进行是关键因素；陕

西和宁夏的服务组织反映农资运输

困难、农产品销售困难、雇工困难

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尤其

对从事蔬菜和水果服务的服务组

织，影响较大。二是处于春耕备耕

中期时段的河南（34.24%）、安徽

（33.83%）受到的影响较前段有所

下降。河南和安徽的服务组织主要

服务粮食作物，雇工困难和农资运

输受阻是影响春耕备耕的关键因

素。三是处于春耕备耕后期时段的

山东（28.16%）和黑龙江（28.57%）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疫情影响

最小。山东主要是蔬果服务组织的

销售和运输受阻，黑龙江主要是农

资运输受阻、粮食销售不出去和资

金流转困难。说明疫情对春耕备耕

的影响与作物生长时间段、作物特

性的关联明显。如果疫情暴发期刚

好赶上春耕备耕则影响很大，随着

疫情逐渐被控制，春耕备耕较晚的

省份受到的影响将逐渐减弱，农业

生产能力将逐渐恢复，但是如果疫

情一直控制不住，可能会对全国的

农业生产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四，提供不同类型服务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疫情影响的

程度不同。主要向粮食作物提供

农机服务（33.75%）与全托管服务

（35.41%）等的服务组织受到的影

响较小；主要向经济作物提供产后

包装加工服务（48.13%）与电商服

务（50.5%）等的服务组织受到的影

响较大。

（二）农机服务受阻、劳动力

供给缺乏、农资购买不畅、成本上

涨是疫情期间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

第一，由封桥封路造成的农机

服务受阻、尤其是跨区农机服务受

阻，严重影响了春耕备耕工作的顺

利开展。截至2019年底，小麦、水

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均已超过80%，因此，粮

食作物对农机服务的依赖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84.85%的服务组

织在进行备耕阶段受到了农机服务

受阻的影响。其中，跨区农机服务

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情况占比最

高，达54.91%。从作物比较角度

看，粮食作物服务组织受到影响的

比例达55.71%，较经济作物服务组

织高1.92%。从农机服务的满足率

角度看，基本能满足农机需求（需

求满足率80%以上）的粮食作物服务

组织占比为57.05%，而经济作物服

务组织的该比例为47.65%，相对低

9.40%。跨区农机服务受阻对经济作

物服务组织影响较大，为26.48%，

较粮食作物高3.64%。

第二，劳动力供给缺乏及其引

发的用工成本上涨对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产生了较大影响。85.97%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受到了“用工

难、用工贵”的影响，尤其是经济

作物服务组织受到影响的比例高达

93.48%。因农资公司停工停产、库

存不够、开工不足、运输不畅等因

素引发的农资购买不畅、农资价格

上涨是影响服务组织正常运作的另

一主要因素。除山东外，其他省份

的服务组织农资基本充足（需求满

足率80%及以上）的比例不足一半。

第三，农资公司停工停产、库

存不够、开工不足、运输不畅等因

素引发的农资供应不足、农资短缺

引发的农资价格上涨也影响了服

务组织的农业生产活动。24.61%
的服务组织认为库存不足和运输

不畅等造成了农资购买的不畅；

23.47%的服务组织认为这种农资

供应不足产生的农资价格上涨将增

加服务的成本。

（三）受劳动力短缺、农资短

缺、农机不能本地或跨区作业、运

输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预计2020年的总服务成

本会上涨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2%的服

务组织认为总服务成本不变，1.7%
的服务组织认为总成本会下降。

7 6 . 3 %的服务组织认为总成本会

不同程度增加。其中，21.77%的

服务组织认为总成本会增加10 %
以内，28.88%的服务组织认为总

成本会增加10%-20%，21.31%的

服务组织认为总成本会增加20%-
40%。其中，相比粮食作物服务组

织，经济作物服务组织的预期成本

变化的比例与涨幅均较大。从预期

成本变化看，71.43%粮食作物服

务组织认为成本会上涨，73.06%经

济作物服务组织认为成本会上涨。

从预期成本涨幅看，认为成本会上

涨20-40%的经济作物服务组织占比

为24.73%，较粮食作物服务组织占

比高7.61个百分点。

（四）因农产品销售不畅，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运行总成本上

涨，资金周转困难凸显

受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运

输受阻等因素影响，有近10%的服

务组织认为农产品滞销现象严重，

资金回收困难。有近15%的服务组

织认为资金周转困难是即将出现的

大问题。由于农户难以得到销售收

入，无法支付服务费用；由于银行

复工复产较晚，银行无法放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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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服务组织在承担农机、农资与劳

动力因素造成的总成本上涨压力

的同时，面临着现金流周转困难的

风险。4.8%的服务组织将资金周

转困难作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

其中，有63.16%是粮食作物服务

组织，且平均服务规模较大（年均

19527亩次）。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

去，资金链条出现问题，将加剧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尤其是规模粮

食作物服务组织的资金周转压力。

对策建议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疫情

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受到的影响看，

政府应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

农业生产中发挥的骨干作用，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

效供给，采取分区分类施策。主要

措施如下：

第一，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优势，除疫区外的地区应尽快复

工复产，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应依

疫情情况、地区差异、作物特征，

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大力推

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倡“一站

式托管”。如黑龙江省兰西县通过

服务合同网签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通过线上对接解决生产资料储运问

题，通过网络贷款解决钱从哪儿来的

问题，通过统一整地、统一购种、统

一购肥、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

收获的“七统一”模式解决人员扎堆

问题等。同时，应及早谋划，通过

“一站式托管”“点对点服务”等形

式对接湖北疫区农业生产，对其春耕

备耕给予集中支持。

第二，基层组织应协助解决好

农户与服务组织的对接工作，让服

务组织帮助农户在不聚众、不扎堆

的情况下顺利开展农业生产。如四

川省蒲江县农业农村局在最大限度

防止疫情的情况下，联合服务组织

组建蔬果服务队、包装服务队、销

售服务队等，为农民解决一家一户

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划算的问

题。山东省邹平市依林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台了

“战疫情、备春耕”专项农事服务

内容，如免费为农机手/种植大户提

供线上线下全农服数据科技服务，

让农民足不出户掌握田间地头情

况；免费提供线下送机具到村头的

“点对点”服务等。

第三，从资金支持角度看，政

府应从财政方面加大对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同时，应重

视金融、保险的作用，将疫情下的农

业贷款发放情况、农业保险执行情况

作为金融部门的重要考核指标。从农

资供应看，应协助农资公司复工复产

以保障重要物资的生产与供应。从交

通情况看，应给农资运输、农产品运

输、农机服务、跨区作业等行业开通

绿色通道，以保障全国各地春耕备

耕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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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构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风险

治理体系。一是，加强从农产品生

产到消费全程供给保障风险源调查

研判，建立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机

制，完善和优化宏观调控，把农产

品保供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控在

前端。二是，建立农产品保供风

险治理责任机制，压实各级保供

主体的责任。三是，处理好农产

品保供风险治理的常态与应急、

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生产

者与消费者、国内与国际、当前

与长远等关系，建立和完善统一

高效、协调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保

障常态调控体系。

第二，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

突出任务抓紧抓好。要加强和完善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不断强化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物

质基础与能力体系。

第三，进一步完善应急治理体

系，建立农产品保供风险治理与应

急管理高效协同机制。农产品保供

既是应急保障的关键支撑，也是应

急管理的主要任务。要把重要农产

品和饲料农资纳入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

系，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完善品

种结构，健全物流体系，创新配送

机制，建立高效安全可控的农产品

应急供应保障网络。

第四，要抓紧研究谋划我国农

产品供给保障新战略，及早部署应

对今后人口峰值和食物消费结构升

级给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的新

挑战、新风险。要根据经济增长、

人口增加以及国际环境变局的新形

势，促进建设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农产品

供给保障体系，坚持“立足国内、

适度进口”方针不动摇，实现新时

代国家粮食安全管理和农产品供给

保障治理现代化。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乡

村振兴战略与政策”（71841001、

71933004）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