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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兴起了形式多样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围绕制约小农户农业生产的薄弱环节，导入现代生产要素，

推动了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明显提升，有效地把小农户

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其中，与种业高质量发展密切相

关的是制种生产、良种推广与托管业务的有机结合，有效

提高了种子生产效益、促进了良种推广应用。实践表明，

农业生产托管与种子生产、推广应用的有机结合，是补齐

种业产业链短板、破解推广应用难题、向小农户导入良种

的有效路径，有助于重构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的内在循环

关系，形成种业产业链的“内循环”系统，为种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原生动力。推动农业生产托管与现代种业融合发展，

是中国国情下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广应用瓶颈

种子是现代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支撑。中国一直重视品种培育和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现代种业“芯片”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新品种保护申

请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

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

要用中国种，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千克，杂交水稻育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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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托管促进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探析
◎芦千文

际领先；畜种主要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部分蛋鸡品

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正在建设的国家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能力达150万份，居

世界第一；建成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

培育52个制种大县和100个区域性基地，保证了全国70％

以上的农作物用种需求，满足了全国3/4的畜禽养殖用种

需求；一批初具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成长起来（农业农村

部发展规划司，2020）。

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种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较

为明显，与国际种业强国的差距较大，一些领域“卡脖子”

问题突出。与国际种业强国相比，中国种业“大而不强”的

问题集中表现在种业产业链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较弱。发达

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跨国资本为驱动，以巨型企业为中心，

资源保护、种子科研、品种繁育、应用推广、市场销售等

环节顺畅衔接、集成整合、创新驱动的种业产业链，实现

了高度市场化和育繁推一体化，构建了以种质资源、基础

科研为支撑，品种培育和应用推广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

了效益激发的种业创新原动力。中国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就，逐步缩小与种业强国的差距。但种业发展资源保护、

基础科研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品种繁育在地方院所和种子

企业、推广应用在各级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多元分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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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造成中国种业产业链各环节较为分散、缺乏协同整合，

不能有效形成整体的、协同的高质量发展驱动力。种业企

业的资源掌控和集成整合能力提升缓慢，短时期内难以打

破已经形成的种业创新资源分配和主导格局，造成种业科

技创新导向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导向的脱节。同时，由于

优良种子应用终端是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经营主体。优良品

种面向小农户“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始终存在，使得品种推

广衍生出很多细分环节，种子销售市场出现无序竞争和各

种乱象，削弱了品种培育与应用推广的联系，导致优良品

种的效益潜力被抑制，无法形成对品种培育的正反馈，也

就阻断了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的内在循环机制。这使得品

种推广成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更为关键的瓶颈所在。品种推

广应用，包括制种、销售、使用等三个方面的多个环节，

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制种生产方式落后、效益不高，对资源环境影

响较大

制种是决定种子质量的关键所在，是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2020年，中国大田作物中粮食、棉花、油菜的制种

面积约有2600万亩，包括秋冬种作物冬小麦1114万亩、杂

交冬油菜10.02万亩、常规冬油菜3.08万亩；春夏播作物杂

交玉米230万亩、杂交水稻115万亩、常规稻181万亩、大

豆403万亩、棉花144万亩、马铃薯304万亩、春小麦70万亩、

春油菜8.55万亩（全国农技中心，2020）。制种生产主要是

以订单方式，采用“种子企业+农业经营主体或种子企业+

中介组织（村集体、合作社、经纪人）+农业经营主体”等

组织方式进行。其中农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兼有部

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主体。生产出种子

质量达标的以高于普通产品的价格由种子企业收购1，未达

标的按照普通产品销售，使制种生产效益较高。但小农户

为主的制种生产主体结构，使制种生产环节同样面临小农

户生产方式存在的问题，如分散生产导致的种子质量不齐、

规模小导致的生产成本高等。近年来，土地流转租金上涨

较快，流转土地从事制种生产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面临

较大的租金上涨压力，加上用工、农资投入成本也在上涨，

导致生产成本迅速升高，利润被逐步压缩。由于制种售价

高于普通种植，不管是小农户还是规模主体，都存在增加

化肥农药投入的倾向，以进一步提高产量。这就导致制种

生产对土壤肥力、理化特性造成不利影响（有机质下降、土

壤板结），对周边环境也产生作用，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

还使种子质量有所下降。制种是种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制种高质量发展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要推动种

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制种环节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

（二）面向小农户种子市场难以监管，无序发展现象

始终存在

种子企业收购制种主体的种子，进行分选、加工、包

装后，就进入市场销售。面向小农户的种子销售环节较多，

一般通过“总经销商→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末端

经销商→零售商”多层次、多渠道结构将种子售卖给农业

经营主体。从种子企业到终端客户中间隔了多层次的经销

商，产生了大量的销售成本和流通成本，大部分利润流失

在这些环节，加大了种子管理和市场监管的难度。而且，

面向小农户的销售终端环节，仍以传统落后的销售方式为

主，不少销售主体是走街串巷的个体户，产生了很多种子

市场监管的盲点。我国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种子管理和监管

体系，但随着种子销售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公益性农业服

务体系的整体弱化，使得种子市场管理和监管机构、力量、

能力等也在逐步弱化，加上种子管理和监管体系本身多部

门各管一段的分散格局，导致越是接近小农户的种子销售

环节，市场管理和监管越是缺位。近年来，不少地区县级

种子管理和监督机构人员老化问题突出，借调他用现象普

遍，很多乡镇种子站虚设或直接被取消（芦千文、崔红志，

2021）。这导致种子入户“最后一公里”的监管盲点，使种子

销售市场乱像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走街串巷的传统销

售方式仍然占小农户购买种子的相当比重。这种销售方式

以种子或农资销售的个体户异地走街串巷为主。他们往往

一个区域只去一次，基本是“一锤子买卖”，游离在监管体

系之外，也难以做到有效监管。其中不乏售假、参假、以

次充好等现象。各地报道的假种子问题多属这一原因。这

类种子销售者算得上农村销售人才，具有很强的营销能力，

有些甚至化身农技专家，让缺乏辨别力的小农户信以为真，

心甘情愿购买假种子。当小农户发现是假种子时已经到了

收获季，种子销售者已经不知所踪，想维权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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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销售层级太多，越是末端的销售代理商，即使

是本乡（镇）本村的零售店，有固定的销售场所，有着出问

题后“跑不掉”的约束，也难以确保种子质量。因为，他们

本身也不具备鉴别种子真假、好坏的能力，只是种子企业

或经销商的代理而已。上述问题，是当前种子市场监管的

痛点，也是优良品种推广普及的堵点。

（三）小农户辨识及应用能力弱，主动采用优良品种

的意愿不足

种子的好坏要等到收获后才能验证。对于多数小农户，

尤其是其中经历过假种子的小农户来说，更换新品种意味

着风险。而且，随着优良品种从注重增产到增产提质并重

的升级，优良品性的充分发挥对农事农艺和农资投入的要

求越来越高，经营风险也明显增加。这不符合当前小农户

发展的行为逻辑。小农户普遍呈现兼业形态，偏好省时省

力稳产的品种，往往当地传统品种成为首选，也决定了省

时省力增产的品种易于推广，前提是经过比较试验示范的

过程，让小农户充分接受。随着小农户进入代际传递阶段，

常年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工返乡成为小农户农业生产的决

策者，他们大都已经淡忘了农事经验或者没有务农经历，

更不具备辨识优良品种的能力。对于一些优良品种，增产

的实现或品质的提升，需要借助专门的技术方案或农资投

入时，小农户往往不愿意或者没能力做出改变，况且小规

模经营单位上的产量增长或品质提升并不意味着效益增

加，具有经济理性的小农户也不愿意采用优良品种。笔者

在四川某地调研时访谈到一个案例，他们做了超级杂交水

稻和普通杂交水稻的对比，虽然前者产量高约10%，但对

水肥条件要求高，需要额外增加水肥投入和人工投入，综

合计算效益并不比普通杂交水稻高，而且前者产量不稳定，

容易受外在因素影响。这决定了当地小农户并不愿意改种

超级杂交稻。专用性农产品品种或者功能性农产品品种，

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价格高，效益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具备较强的技术水平和经营实力，可以从专用性品种或

功能性品种中获得较高收益。但小农户往往不具备相应的

技术和经营能力。通过企业订单形式带动小农户采用这类

优良品种，组织成本高、产品质量不齐，也决定了这类品

种向小农户推广比较难。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

本力量，优良品种不能被小农户广泛采用，也就无法做到

推广普及，潜在的品种效益也就无法实现，不能形成品种

培育与推广应用的良性循环。

2021年3月5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农业生产“三

品一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实施打好种业翻身

仗行动方案，加快推进品种培优。但主要措施集中在加快

选育新品种，即发掘一批优异种质资源，提纯复壮一批地

方特色品种，选育一批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建设一批良

种繁育基地。品种推广应用环节的上述瓶颈存在，使品种

培优缺失了内生循环的驱动力，再多的资源投入和行政干

预，只会加剧资源浪费和扭曲市场，造成推动品种培优、

提高种业产业链竞争力等效果有限。一些领域种业发展较

好，种业创新水平处于国际前列，也是因为种子推广应用

链条较为完善，优良品种推广应用较为顺畅，品种效益能

够反馈给品种培育，持续推动品种升级换代。因此，推动

种业高质量发展，要正视品种推广应用存在的问题，打通

瓶颈环节，顺畅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良性内在循环。这

样才能激发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原生动力。实践中，已经探

索出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这就是各地兴起的农业生产托管

和良种推广应用相结合的灵活多样服务模式。

农业生产托管促进品种培优的实践做法

农业生产托管是指“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地经营

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

分作业环节委托给服务组织完成或协助完成的农业经营方

式”2。2017年8月，国家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

见》，把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作为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带

动普通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主推服务方式。同年，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开始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支

持聚焦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服务方式，项目资金从30亿元

增加到2021年的55亿元。在有力的政策推动下，农业生产

托管迅速在全国兴起。虽然，农业生产托管就服务内容来

看早已存在。但实际上其与以往农业生产中广泛存在的产

中作业服务不同。当前迅速发展的农业生产托管，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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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供给+‘放心’机制”形成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高质量

发展业态，是新型农业经营方式与新型农业服务方式的有

机结合（芦千文、苑鹏，2021）。从购买方看是农业经营主

体把产中作业环节“放心”交由服务主体完成的经营方式，

从供给方看是内涵信任和约束机制，促使农业经营主体“放

心”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托

管在业务和模式创新过程中，将良种推广应用作为提升服

务质量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既促进了制种环节生产方式

现代化和种子质量的提升，也促进了良种向小农户的推广

普及，破解了良种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一）为制种生产提供专业化托管服务

农业生产托管面向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制种生产

也包括在内。制种生产比普通种植的销售价格更高、质量

要求更高，对增产增效技术和专业化服务需求更高。各地

制种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发展了较为充分的耕、种、防、

收等作业服务，但这些服务业务大都是简单初级、层次较

低，满足不了制种技术标准的要求。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

以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业务改造升级传统的简

单初级服务，并将绿色集约高效技术方案导入制种生产过

程，提高种子生产质量和效益，推动制种经营主体生产方

式的现代化。由于制种生产主体比一般小农户更具有市场

经营意识，各地推动农业生产托管发展过程中，制种是服

务主体优先选择的服务对象。特别是在全国性或区域性的

制种基地，农业生产托管正成为推动制种环节纳入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的重要路径。如2020年，甘肃省各类农作物种

子生产面积266多万亩，其中玉米制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

以上、面积和产量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庄俊康、王云祥，

2021），玉米制种主要集中在张掖市，2020年玉米制种面积

95.63万亩。3甘肃谷丰源农工场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谷丰源”）是为玉米制种提供专业化托管服务的典型

代表。该公司源自2006年成立的甘肃谷丰源农化科技有限

公司，以化肥、农药等农资销售起步，逐步扩展服务领域，

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玉米制种全程植保、水肥一体化为核

心业务内容的绿色高效托管服务模式，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谷丰源公司为玉米制种提供的绿色高效托管服务模

式，包括服务业务、技术支撑和组织机制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服务业务。谷丰源公司按照农业生产标准化思路，以

集约高效绿色为导向，制定托管服务方案，业务内容包括

全程植保、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土壤改良等系列综合

托管服务。2017年到2020年，累计完成服务面积271万亩次。

其中，玉米制种的全程植保服务包括两次统防统治服务，

用于防治红蜘蛛、玉米螟、棉铃虫，增强作物营养，亩均

成本共计36.5元；水肥一体化科学施肥服务，包括一次底

肥和七次追肥，亩均成本合计313元。二是技术支撑。谷丰

源公司按照“产学研推服用”一体化思路，汇集科研、教学、

生产、推广等相关技术专家资源，与涉农高校、科研单位

等合作，聘请专家团队，制定全程作物集约高效绿色生产

技术解决方案，并成立了专业技术服务团队，为玉米制种

提供全程技术支撑。三是服务机制。谷丰源公司已经形成

了“服务公司+制种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小农户”的托

管服务组织模式。一方面，从2010年开始，谷丰源公司与

制种公司合作，通过导入专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供应种

子的质量，提升制种公司和小农户的合作质量。另一方面，

通过村集体或合作社组织小农户统一接受专业化服务，打

破小农户应用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

化和土壤改良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门槛，降低服务组织

成本、提高服务作业效率，推动农业标准化技术在小农户

生产中普及。谷丰源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帮助玉米制种

经营主体实现了节本增效和绿色生产（见案例1）。

案例1 ：2018年，谷丰源公司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为一个规模300多亩的家庭家场提供玉米制种“土肥水药”

全程托管服务。该农场主的父亲（70岁）也是种田能手，看

到托管服务价格（成本）比自己种植成本高出每亩60元，便

对公司的托管服务持怀疑态度。为了推广“土肥水药”全程

托管服务，公司主动降低托管服务价格60元/亩。该家庭

农场接受“土肥水药”全程托管服务后，2018年产量从2017

年的850公斤/亩提升到930公斤/亩，每亩增收了110元；

2019年产量进一步提升到1012公斤/亩，每亩增收了近300

元。托管服务方案，集成采用绿色高效技术，对土壤改良

效果明显，减轻了过量水肥投入导致的土壤板结问题。据

该家庭农场主父亲反映，“托管了之后，翻地时拖拉机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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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了，翻起的土壤板结的大土块少了”。在实际看到农业生

产托管既增产又提升耕地质量的效果后，家庭农场主及其

父亲不再持怀疑态度，2020年愿意全额支付托管服务费用。

经过两年时间，该家庭农场主就转变了只注重眼下经济效

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效益、土壤效益、生态效益漠不关

心的思想。4 

（二）为良种应用提供专业化服务

小农户应用良种的过程，与农业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

农业生产托管以社会化分工、专业化服务、规范化作业的

形式，把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小农户农业生产过程，激发了

小农户的家庭经营优势。其中，应用良种的小农户就能通

过农业生产托管，按照良种的技术要求和标准规范进行生

产经营，获得良种提质增效产生的效益。农业生产托管促

进小农户应用良种的业务模式有两种。

一是为采用良种的小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服务主体

提供专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达到良种的技术要求和标准

规范，克服小农户应用良种的技术瓶颈和能力短板，在小

农户层面实现良种潜在的提质增效收益。这一服务模式常

见于订单农业和主动采用良种的小农户接受托管服务的情

形中。前述提到的服务主体为制种农户提供的托管服务，

也属于这一服务模式范畴。制种公司把订单给到制种农户，

制种农户按照要求生产种子。订单农业中，农产品加工或

营销企业，按照工艺要求或市场需求选择品种，提供给订

单农户。为统一分散农户的技术和作业标准，往往需要借

助服务主体为订单农户提供技术支撑和统一服务。很多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有机绿色农产品营销企业，都选择这

种方式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二是以良种提升托管服务质量。全程或多环节的托管

服务业务，往往要与服务对象的产量或收益挂钩。为保证

服务对象的产量或收益，服务主体主动选择优良品种，结

合到托管业务中。这是各地发展全程托管或多环节托管过

程中服务主体的普遍做法。通过服务主体的专业化服务，

发挥良种的提质增效优势，让小农户得到实际收益，既有

助于加快托管业务推广进程、形成稳定的服务合作关系，

也有助于降低服务主体的经营风险、减少服务纠纷。如聊

城市东昌府区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把良种应用作为增产

技术方案的核心，向周边农户推广技术托管服务（见案例

2）。有些地方主动把良种推广和托管业务结合到一起，加

快良种推广进程。如食用菌是福建省古田县的特色主导产

业。古田县拥有较强的食用菌品种研发生产能力，先后开

发了优质食用菌品种37个，但一直难以推广入户、产生经

济效益，制约了食用菌品种培优。近年来，古田县支持发

展菌包托管服务，由服务组织选择优质菌种，解决了小农

户盲目选种难题，有力地促进了优质菌种推广普及（孙莹，

2021）。

案例2 ：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

镇，成立于2009年4月，注册资金508万元，固定资产500

多万元，现有员工12名，社员1000多人（户）。合作社早期

主要业务是粮食存储、农资供应、作业组织等，2018年开

始依托粮食存储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大田作物提供高

效种植高产方案，形成了“技术服务+种子和农资供应+作

业服务+订单回收”的技术托管服务模式。经过努力，技术

托管服务面积已经由最初的600多亩发展到2020年的两万

亩，覆盖东昌府区、冠县、东阿县、茌平区的四个县区、8

个乡镇，服务对象有10家种植合作社、20多个种粮大户以

及300多户小农户。接受技术托管服务后，小麦和玉米的平

均产量提高15%以上，每亩效益增加200多元。技术托管服

务有两种模式（见表1），模式一包括“技术服务+植保飞防

+关键点的农资供应+机收作业”，2020年服务面积为14000

亩；模式二为模式一基础上增加了种子供应、优质农资和

订单收购，2020年服务面积为6000亩，为未来主推服务模

式。两种模式中，都由合作社设定不同的增产目标，并根

据地块、产量等条件设计高产种植方案，统一安排或组织

农事管理。如种子的二次包衣，播种、病虫害防治、增产

措施实施时间、灌溉时间等关键环节的提醒和实施。合作

社还负责组织服务主体为服务对象提供作业服务。5

农业生产托管促进良种推广应用的机理

农业生产托管本质上是以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生产，

将绿色集约高效的生产方式和现代要素导入小农户农业生

产过程中。优良品种作为重要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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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农业生产中后，通过集约化、绿色化、标准化、专

业化生产，实现了品种潜在效益。这种效益增加通过农业

生产托管内在的利益联结机制，转化为小农户和服务主体

的共享收益，激发了小农户采用优良品种的积极性，服务

主体以优良品种提升服务质量的积极性。其好处就是破除

了品种推广应用的瓶颈，建立了小农户与优良品种的有机

联系，去除了种业产业链中推广应用的冗余环节，重构了

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良性循环关系，构建了品种培优的

内生动力，持续不断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这种机理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种环节专业化托管服务，解决种子生产质量

把控难题

农业生产托管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服务，破解

了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难题，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搭建

了桥梁纽带。据农业生产托管项目6绩效评价，2019年通

过项目支持规模化生产托管，促进了服务规模经营，实现

了区域化种植、规模化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同时，也推动了经营

方式转变，推动了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农业

绿色发展。如河北省全程托管试点区域粮食亩均增产20%

以上；江西省高安市病虫害防治托管可减少用药量20%；

吉林省梨树县托管服务组织采用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和免耕

表 1：两种技术托管模式的各环节价格和服务方式

环节
模式一（元 / 亩） 模式二（元 / 亩）

小麦 玉米 服务方式 小麦 玉米 服务方式

农事提醒技术指导 免费 免费 微信群田头培训 免费 免费 微信群田头培训

旋地 50 -- 自由选择 50 -- 统一组织

包衣 30 10 统一组织 30 10 统一组织

播种 25 25 统一组织 25 25 统一组织

种子 65 50 自由选择 65 50 统一供应

底肥 130 130 自由选择 130 130 统一供应

追肥 80 -- 自由选择 80 -- 统一供应

除草 10 10 自由选择 20 20 统一组织

防治一 10 10 统一组织 25 25 统一组织

防治二 10 10 统一组织 25 25 统一组织

防治三 10 -- 统一组织 25 -- 统一组织

收获 50 60 统一组织 50 60 统一组织

秸秆粉碎 -- 50 统一组织 -- 50 统一组织

订单 -- -- -- 按市场价加价 0.02 元 / 斤收购

增产目标 10% 10% 15%~20% 15%~20%

注：防治环节服务中，包括了喷施的叶面肥。

播种技术，保护了黑土地，平均降低生产成本10%左右，

增产10%～15%，效益增加10%～15%，土壤有机质年均增

加0.60%（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2020）。这

些作用在制种领域同样能实现，甚至效果更好。如在河西

走廊地区常年进行玉米制种，连年种植不倒茬，虫害不断

加重，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等致使耕地质量下降，严重

影响了制种玉米的产量。谷丰源提供托管服务后，实现了

技术、水肥、管理、作业的统一，有效提高了种子产量和

质量，提升了生态效益。据测算，通过托管服务玉米制种

亩均增产约5%～20%，亩均增效360元。通过集成应用玉

米绿色防控、新型肥料、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开展绿色防

控托管服务，提升了农业生产标准化、专业化水平，节约

了水肥药，保护和涵养了耕地。据测算，每亩可节水50～

200立方米，化肥投入减少15～30千克/亩、农药用量下

降10%～25%。谷丰源公司采用土壤改良优化集成技术，

使土壤板结明显改善，经专业机构检测土壤水溶性总盐下

降30%、电导率下降20%，且土壤有机碳分解能力、作物

根系吸收能力明显增强。7 

（二）规范种子分级销售和零售市场，破解“最后一

公里”难题

农业生产托管建立了小农户与良种的直接联系，节省

了中间冗余的分级销售环节，避免了小农户盲目选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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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良种推广应用成本，使良种直接进入小农户农业生产

过程。农业生产托管与服务对象的效益挂钩，为建立持续

稳定的合作关系，服务主体往往选择以良种和技术来提高

服务质量，增加服务对象的农业经营效益。在这样的激励

约束机制下，服务主体主动筛选适宜品种，并通过托管服

务业务导入小农户农业生产中。服务主体服务规模远超一

般家庭农场、合作社的规模，用种量比较大，且有专业技

术团队支撑，可以直接对接种子公司，集中采购优质低价

的良种。当然，种子公司通过服务主体，可以扩大种子销

量，提高市场份额，没有了中间环节分利，可以在降低小

农户获得种子价格的同时，增加公司利润。没有了中间环

节参与，种子质量也能得到保障，杜绝了假种子、以次充

好等问题。很多种子公司或经销商，为加快良种销售进程，

更愿意和服务主体合作，或者直接拓展托管业务，向现代

农业服务商转型，将试验示范和托管业务结合起来，直接

向小农户推广良种。可见，农业生产托管嵌入面向小农户

的良种推广过程中，一方面，节省了中间不易监管的分级

销售和零售环节，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为种业高质量发

展创造了良好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把选种用种交给服务

主体或种子公司等，规避了小农户选择难、盲目选择问题，

打开了良种入户的通道，从而破解了良种入户的“最后一公

里”难题。

（三）充分展现良种提质增效优势，激发小农户采用

良种动力

按照技术要求和规范标准进行农业生产，可以发挥良

种的产量和质量优势，增加农业生产效益。但小农户分散

生产形式下，往往不具备良种需要的技术要求和规范标准，

生产的产品产量不稳、质量不齐，无法发挥良种的提质增

效优势，使小农户采用良种的积极性被抑制。农业生产托

管介入后，把小农户分散生产环节整合起来，通过专业化、

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降低作业成本、优化物质投入、

改善农事管理，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全程托管

服务模式下，服务主体一般会与小农户建立“产量或收益保

底+收益分成”的利益共享机制，激励服务主体按照良种

的技术要求和规范标准，整合配置资源、定制服务方案、

提升服务质量，实现良种的最优产量或效益。依托对良种

的质量保证，服务主体还帮助小农户与农产品加工或购销

主体建立订单合作关系，导入金融、保险、品牌等优质要

素，衔接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分享现代农业价值链

增值收益。这样，小农户不用再担心应用良种的能力不足、

技术瓶颈以及买到假种子等问题，通过托管服务就能实现

良种的提质增效收益，应用良种的积极性就被激发出来。

如古田县传统散户每筒银耳菌包生产成本约为0.65元，工

厂化生产菌包成本约为0.42元，降低35％。接受菌包托管

后，感染率更低，成功率在99％以上（农户自己接种成功率

为80％左右）。而且，由于菌种质量好，在原来每年栽培4

批次的基础上，可增加2批次，按每批次栽培5万袋的中等

规模测算，每户每年可增收10万元（孙莹，2021）。这使菇

农对优质菌种的接受度迅速增加，对菌种的研发投入和升

级换代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以农业生产托管促进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和建议

（一）制约因素

一是对农业生产托管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到位。

作为新型服务方式和新型经营方式的有机结合，农业生产

托管以服务规模经营方式，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激发家庭

经营优势，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但不管是理论或政策研究，还是各地实

践探索，都对此认识不够，仍停留在强力推进土地规模经

营、发展大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的惯性思维，忽视了小农户

将长期存在的现实国情。这直接导致有些地方不深入了解

农业生产托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不注重宣传推广和

推动发展农业生产托管。

二是对农业生产托管促进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不到

位。目前，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大都认为“打赢种业翻身仗”

的主要瓶颈和战略重心是种子研发和种业企业，导致推动

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配置集中在这两个环节。如前所述，

当前种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循环更关键的瓶颈在推广应用环

节，解决这一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农业生产托管。意识不到

推广应用的重要性，也就意识不到农业生产托管对种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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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种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只

是涉及到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加强推广应用力量、做好种

子市场监管，并没有形成以农业社会化服务或农业生产性

服务促进品种推广应用的思路，也就没有把农业生产托管

纳入种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支持范围。

三是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品种推广应用能力亟待提

升。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主体主要有两类。一部分是

已经存在的农业服务户、服务型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等。

这部分服务主体自发探索了灵活多样的农业生产托管模

式，但总体上呈散弱小的发展特点，服务范围有限，服务

质量意识不强。一部分是2017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实施以来，受支持政策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业、

工商资本以及返乡创业群体等进入农业生产托管领域，成

为新型农业服务主体。这部分服务主体，技术和实力较强、

理念较新，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服务对象尤其是小

农户扔在“磨合”过程中，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和盈利模式尚

未稳固。由于，面向小农户的服务组织成本高、模式导入

过程较慢，山地丘陵地带的小农户还面临土地细碎、基础

设施、地形不平等限制，使两类服务主体都存在倾向于服

务规模经营主体，不愿意服务小农户的问题。这些都制约

了服务主体带动或促进小农户应用良种的能力。

四是农业生产托管市场培育存在向区域垄断演变的隐

患。农业生产性服务和农业生产经营的有机结合，使农业

生产托管市场供给自发演变的结果具有一定区域内垄断竞

争的特点（芦千文、姜长云，2017）。各地推动农业生产托

管发展过程中，应该尤为注重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联结机

制建设，以处理好垄断和竞争的良性互动关系。但不少地

方对此认识不够到位，存在明显倾向支持某一类或某一个

服务主体的倾向，干扰了市场自发培育过程，加快形成托

管服务的垄断供给格局。有些县级政府甚至出台文件支持

某一主体发展。区域性垄断形成后，缺失了市场竞争机制

的约束，极容易造成服务主体与种子、农资等供应主体的“合

谋”，挤压小农户利益。这样不利于发挥农业生产托管促进

品种培优的作用。

（二）对策建议

从破解良种推广应用瓶颈，重构品种培育和推广应用

良性内生循环机制的战略需求出发，推进中国种业高质量

发展，要把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关键性、战略性的抓手。要

转变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政策措施，重视品

种推广应用环节，明确支持农业生产托管发展，以畅通种

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循环。

一是理性认识中国种业瓶颈的关键所在。要扩大视野，

跳出就种子科研谈种子科研、就种业企业谈种业企业的局

限思维，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构建种业

高质量发展内生循环机制的全局视野，加强提高种业全产

业链竞争力的战略研究。要正视品种推广应用环节存在的

问题，加强制种生产、种子市场和种子入户环节与种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要分析比较农业生产托管与土地流

转规模经营形式，带动或促进小农户应用良种的内在机理、

比较优势、适用范围，明确农业生产托管的重要作用。

二是把农业生产托管纳入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举措。把农业生产托管作为破解良种推广应用瓶颈，以种

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

举措和主要路径。在种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中，

明确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托管，重点支持制种环节生产托管、

为良种应用小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农业

生产托管与良种推广应用结合的托管业务创新。要在新出

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托管，并配

套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的具体支持政策。要在支持种业

创新或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资金中，设立农业生产托管专项，

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相结合，推动制种环节和促进

小农户应用良种的农业生产托管加快发展。

三是引导与良种推广应用相关的服务主体有序竞争、

可持续发展。在推动农业生产托管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注

重引导服务主体有序竞争，探索可持续的新模式、新业态。

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类服务主体竞相发展；

以政府参与、市场运营、动态管理的思路，在制种基地和

粮食作物等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建立以良种推广应用为主

题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为服务主体加快培育、规范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引导种业企业、服务主体和小农户，

通过组建合作社、联合社、联合体、联盟等形式，密切利

益联结机制，打造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形成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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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现代化新引擎。

四是创新与农业生产托管发展相适应的种子市场监管

和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托管发展，将改变种子市场发展格

局，需要提前适应农业生产托管发展，创新种业成果转化、

种子市场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及早研究和设立制

种生产、良种入户应用托管服务的标准体系，为规范化发

展提供参考依据；要建立第三方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制度，

为小农户选择服务主体提供参考，为规范服务主体发展提

供抓手，促进服务组织提升服务质量；探索建立纠纷仲裁

机制，对托管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及时进行仲裁，依法

保护小农户和服务组织的利益；及早研究农业生产托管对

种子市场的影响，以及把服务主体纳入监管范围，创新种

子市场监管机制，通过服务主体做到种子监管全覆盖，提

高种子市场监管和服务措施的实效。

注释：
1 据甘肃省某地制种生产主体提供的数据，玉米制种每斤收购价要比普通玉米高每斤

0.5～0.6元。
2 参见：《农业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农经发〔2017〕6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

content_5271797.htm。
3 参见：张掖市玉米制种产业发展形势分析，http://www.zhangye.gov.cn/nyj/

dzdt/gzdt/202009/t20200922_490541.html。

4 此案例为甘肃谷丰源农工场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提供。
5 此案例由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提供。
6 即文中提到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7 此数据为甘肃谷丰源农工场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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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in China

LU Qian-wen

Abstract: Due to the backward production mode of seed production the difficulty in supervising the seed market for small farmers, and the 

lack of willingness of small farmers to apply improved varieties, it is not effective to promote and apply the good seeds to small farmers, which 

blocks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ed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seed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breaks the bottleneck of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ood varieties, and stimulates the 

primary powe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The mechanism i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introduces green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mode and modern factors into the process of small farmer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so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ed production.There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excellent varieties is established, redundant links of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in the seed industry chain are removed, and the circu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ed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reconstructed. To make a good turnaround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we must tak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s the key and strategic grasp.

Key Words: Winning the Turnaround of Seed Industr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