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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张红宇  胡凌啸 

 

[摘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

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不仅在服务产业、服务方式、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方面表

现出更加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而且以丰富的实践形式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推进

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着眼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需要，必须把握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一是拓宽服务领域

丰富社会化服务内涵，二是创新多元形式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应用先进

技术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共享共生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此为

前提，要在认识、政策、人才三个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国小农；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 

 

面向“十四五”期间，如何确保农业产业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如何推进高

质量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别是在可预期的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为小农户

搭建桥梁，建立健全覆盖面更广、受惠面更大、质量更好、效率更高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把握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要求的基本特征 

区别于现代农业的美国规模化模式和日本精细化模式，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基于资源禀赋多元的特征，形成产业类型多元、经

营主体多元以及政策组合方式多元特征。[1]换言之，多元化构成了我国农业现代

化的最基本内涵。在此格局下，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

化特征。 

一是服务产业多元。服务产业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农林牧渔产业，也包括互

联网、观光休闲、农产品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不仅仅为农业的产品生产过程

服务，而且为农民的生活服务。产业服务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服务于农业生产

领域到农业全产业链，再到服务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链不断拓宽延

长，使新阶段农业农村的发展呈现出更具动力、更富活力、更有保障的新面貌。 

二是服务方式多元。以种植业生产为例，有提供从种到收全过程服务，也有

聚焦某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提供的服务，服务环节多元。而由于农业信息化、数

字化水平的提高，服务内容随之不断丰富，商品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不断

完善创新，服务方式由线下服务拓展到线上、线下相结合，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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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准度。此外，委托方式、验收方式也不断表现出多元特征。 

三是服务主体多元。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农村系统的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体系等公益性组织；国有大型企业如中化、供销总社、邮储银行；也有民

营企业，如田田圈、金丰公社；还有众多专事服务的合作组织与其他组织机构。

2020 年全国有 89 万家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其中从托管、半托管组织达到 44

万家。多元化的服务主体各自发挥其优势，形成广泛的服务网络，满足了多元化

的服务需求。 

四是服务对象多元。接受服务的对象分化明显，既有各种各样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包括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主体，也有近年来进入农业各产业、领域

的新农人。当然，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是可以享受到无处不

在的社会化服务带来的好处。[2]事实上，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经营单位，抑或是普

通农户在生产全过程中需要不同供给主体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多元化供给与多

元化需求构成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别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单一供给单一需求

的鲜明特征。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机遇 

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挥了巨大

的推进作用。从 1978—2020 年我国农业发展历程来检索，在工业化、城镇化快

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农业劳动力由 1978 年占比达全部劳动力的 70.5%下降到

2020 年的 23.6%，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从事第一产业的绝对劳动力由 2002 年

历史最高人数 3.66亿下降到 2020 年的 1.77亿，平均每年净减 1000万人以上，

但同时农业无论是各产业的发展，抑或是重要农产品产量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取得这样巨大成就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党的领导、政策效应、科技支撑与制

度创新等四个方面，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建立健全并日益显现出强大的功

能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向“十四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构建更加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意义更为重大。 

（一）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质量导向，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十

四五”期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必由

之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既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要发展壮

大各类新产业新业态。不仅要对不同产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提供各类性质的服务，

而且研发、品牌、营销、创意等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比

较收益，同时将现代经营方式、工业化理念植入农业，将产加销连贯成完整的产

业链，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创新发展，不仅能够确保农产

品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不仅能够加强农产品安全，而且有利于提升

农业国际竞争力；不仅能够提升农业产能，而且有利于农民就业增收，最终全面

推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 

（二）加快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解决“谁来种地”和“地怎样种好”，发展农

业规模经营是必然选择。在我国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长期存在的背景

下，必须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

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3]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9 年全国农

村承包地流转率为 37%，流转面积达 5.5 亿亩，而同期全国农业生产托管半托管

面积达到 15 亿亩次。相对于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增长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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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生产经营主体倾向于在土地经营权归属明晰并有保障的基础上，获得农

业社会化服务。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载体的服务规模经营，克服了土地经营权流

转所面临的困难，适应了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需要。[4]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创新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服务规模经营，也将促进土地的流转集中，共同作用

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进程。 

（三）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我国农户土地规模小且资金不足，缺乏投资现代农业装备的需求和能力，制

约了小农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通过农业内部分工

和专业化生产，有效克服了生产的低效率和不经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立足生

产全过程，利用专业技术人员、专用设施装备、专门营销网络，可以为普通农户

和其他经营主体提供市场信息、农资供应、绿色技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机

作业及维修、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营销等全方位专业化服务。通过先进科技和

物质装备的运用，帮助生产主体减轻劳动投入、缩短对新技术新装备的摸索过程，

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高效提升。 

（四）丰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内涵 

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

制度。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经营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

挥，如何释放统一经营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重要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在丰富统一经营内涵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激活了其统

一经营的功能，提高了各类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特别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

强化，大力发展生产服务型经济，不仅增加了集体经营收入，也充分发挥了村集

体统筹资源配置的作用。二是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类型多元的市场经营主体

成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市场主体相互补

充，承担不同职能，解决了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生产经营问题，丰富完善了我国

农业的双层经营体制。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有丰富的实践案例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此，党中央有要求，农民群众有意愿，国

家政策有支持，实践中也有许多丰富的案例，当前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

内容系统化、服务模式差异化的创新趋势。 

一是专业化服务组织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迅速发展

壮大，人员高素质化、服务规模化、市场化趋势日益显现。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发

挥其服务模式成熟、服务机制灵活、服务水平较高的优势，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系

统整合与专业分工。服务领域逐渐涵盖了农业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在提升小

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深刻影响的情

况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农产品供应、生产托管、病毒消杀作业等方面尽其

所能，为缓解疫情影响，支撑“后疫情”阶段的农业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国有企业积极投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广阔市场吸引了大量有基础、有

能力、有情怀的国有企业关注。中化集团借助“国字号”招牌，聚焦农业全产业

链，打造 MAP 模式，布局全国农产品核心优势产区，建立技术服务中心，提供

农业生产性托管服务，发放金融贷款，并推出智农、慧农平台，帮助农民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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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打造产品品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全国各地建立为农服务中心，

积极开展土地托管和测土配方、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单一

的传统流通服务功能，拓展到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不断探索和创新服务供给模

式。 

三是民营企业广泛参与。以工商企业主导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在资金、

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推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深圳田田圈

以田田圈互联网平台为载体，致力于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农资产品、

植保技术服务、资金支持，与农户建立了高频率、强粘性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全

方位对接农户需求的三农社交和服务生态圈。山东金丰公社通过建立全国总社、

县级分社、村镇级分社聚合各类资源，打造农业服务平台，向农民提供包括农资、

农机、销售、金融保险在内的全产业链服务。同时还采取了全托管和半托管结合

的服务模式供农民选择，尊重农民种地习惯、对接农民种地需求，致力于发展成

为一个为农民种地的企业，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5] 

四是政府行为有效引导。由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单纯依靠

市场条件下的经营性服务面临着一些不易克服的难题，无法满足农民的全面需

要。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有利于解决当前服务组织发展不健全、服务能力弱、要

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引导不同市场主体实现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最近

几年各地普遍开展了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试验，针对实现粮油、经

作绿色高产中的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将技术咨询、农机作业、农资配送、专业

育秧（苗）、病虫统防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储、农产品收贮等社会化服

务做精做深，形成了覆盖农业生产全程的专业服务体系。在购买人力资本服务、

品牌塑造、金融、保险服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创新举措，拓

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边界，大大丰富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涵。 

多元化的服务主体通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积极效果。一是解决了谁来种地、地怎样种好的问题。通过土地经营权不

流转而形成的服务规模经营，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了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共享，

这种公有共享的土地制度创新格局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状态下，为小农与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二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专

业化的服务可以节省生产成本，拓宽交易渠道，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农民收入，

在使农民与市场、农村与城镇、农业与二三产业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实现了现

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培养造就了各类人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创造了

更多的适合农民需要的、适合各方面人才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一方面，加快了

农民职业化进程，使留在农业内部的从业者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具有人力资本的职

业化农民。另一方面，一批创新创业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迅速成长

为能力更强、与现代农业发展形势更为契合的高素质人才，为乡村人才振兴积蓄

了能量。四是走出了中国特色规模化经营道路。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

生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据此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使我们以越

来越少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大大提升了土地、劳动力等资

源配置效率，让农民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能享受到发展红利，走出一条符合我

国国情农情的中国特色规模化经营之路。 

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目标，

为农业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工业化、城镇化继续推进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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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必然进一步减少，要求继续分工分业，提高专业化程

度和劳动生产效率。由此决定了要着眼于新发展阶段的新特点，着眼于农民继续

分化趋势，着眼于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着眼于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建设强势农

业，提升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质量和要求。 

（一）拓宽服务领域丰富社会化服务内涵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纵的角度看，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聚焦为生产者生产经营过程提供的中间服务，如耕种收等；为适应新的科技

和经营模式提供的人力资本服务，如科技推广；促进产品交换或价值实现提供的

服务，如市场营销、品牌塑造；为保障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高效运转提供的服务，如现代的信息传递、物流、商务活动、金融、保险服务；

为整个生产经营提供的管理服务，如财务会计等。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看，满

足农民生产生活全方位需求。不仅可以服务于生产领域，也可以服务于生活、生

态领域；不仅可以为生产经营者在获得高质量的信贷保险、市场营销、产品品牌

塑造上提供帮助，更需要帮助生产经营者规划生产、生活事务；不仅可以服务于

农业农民，也可以服务于农村城市。[6]新产业、新业态会生成越来越多的服务需

求，从而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服务链向乡村服务业延伸。 

（二）创新多元形式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保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创新发展要服务于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在

粮食主产区，要打造全产业链服务，强化有利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服务

供给；在蔬果产区，要进一步拓展服务品种、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挖掘产品附

加价值；在畜禽养殖地区，要积极探索动物疫病防控、禽畜粪便资源化处理等内

容，实现环境友好型生产。既要提供面向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规模化服务，也要提供面向小农户的差异化服务。通过完善以土地托管、

半托管为代表的多元化社会化服务模式，实现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全覆盖。[7]
 

（三）应用先进技术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载体，农业社

会化服务应该向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实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相匹配。一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通过强化生物技术、装备技术、

绿色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最大限度上保障产业安全，实现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进而惠及农业发展全局。二是强化先进机械装备的使用。加快推进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不仅可以提升单产水平，而且在提升粮食可用率、产出能力方

面潜力巨大。尤其对于单个经营主体难以独立使用的大型农机具和投资成本高的

先进农业装备，可以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得以使用。三是服务要覆盖农业

生产全过程。发展数字农业，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服务对象提供更为专业优质的专项服务和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实现从田间到

餐桌全链条、全过程现代化。 

（四）坚持共享共生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共享共生既

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8]

一方面，共享共生是农业产业链延伸、作业环节增加、分工分业深化产生的要求。

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建立共享共生机制，促进土地、劳动力、

资本、信息等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兼顾处理好服务主体与农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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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关系，让农业生产主体能够分享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共

享共生是利益分配的必然要求。要在服务主体与生产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契约

关系基础上实现互助共赢、融合发展，各类服务主体与生产主体之间将逐步形成

资源共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帮助生产主体在生产经营、利润

分配环节获得更多发言权、收益权，有更多获得感，为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奠

定坚实基础。 

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实现现代农业的需要，我

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需要强化从发展战略到政策举措等一系列行为导向。为

此，应强化相关保障措施。 

一是真正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现代农业发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

客观性和必然性，切实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到战略层面来思考相关问题。

准确理解现代农业发展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克服“重生产，轻

服务”的传统观念。坚持构建中国特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方向，把握农

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掌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服务需求的演变动

态，在满足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首先，用地政策上，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学校校舍、

工厂、废弃地，加快落实服务主体建设仓储、烘干、农机库棚、生产辅助和配套

设施用地。加大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着力加

强乡村道路、农机场库棚等农机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农机能下田、能上路，田网

能排能灌。其次，金融政策上，各级金融机构要按中央要求，秉承社会责任，服

务农业农民、服务实体经济，着力解决各类服务组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

支持开展服务主体拥有的厂房、生产大棚、大型农机具、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抵押

和生产订单、农业保险抵押融资。再次，财政税收政策上，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以奖代补、先服务后补贴方式，支持服务组织承担政府职能，落实各类

服务的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政策，减轻服务组织负担。 

三是注重人才成长培养。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业从业者的能力决定了服

务的质量，更决定了产业创新发展的成色。一是加强人才定向培养。不仅要用好

本土人才，还要通过干部培养锻炼、“订单式”人才培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等

各项制度；同时设置激励性政策，在更大范围内引导更多人才参与其中，为产业

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进从业人员职业化。按照有情怀、有能力、有工

匠精神、有社会责任的“四有”要求，通过全产业链培训、训后技术指导和跟踪

服务等多种路径，提升从业者的眼界、知识、技能，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科

技、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农业服务人员。三是重点培养引领型人才。着眼于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趋势，重点培养造就具有创新精神的引领型人才，促使这

类人才不仅仅在传统农业向高端发展方面，更在观光旅游休闲、民宿产业、“互

联网+农业”、智慧农业等领域发展方面敢为人先。适应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

展，需要培养造就多元化、复合性人才，要为各种各样的“新农人”提供广阔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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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Hongyu ＆ Hu Lingxiao 

[Abstract]Building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real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is 

facing an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shows mo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in terms of service industries, service methods, 

service subjects, and service objects, but also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moting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 abundant practical forms. Focusing on th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first, broaden the service fiel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 second, innovate and diversify forms to enhanc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third, apply advanced technology to 

realize agri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fourth is to adhere to the sharing and 

symbiosis to build a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is as a 

prerequisit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s in terms ofcognition, policies, 

and talent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Small Farmers in Large Countr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