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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牧场是法国奶业的生产主体。在法国6.7 万家奶牛养殖场中，约3/4成母牛存栏在70 头以内，约
1/2成母牛存栏在30～70 头。为坚持以适度规模家庭牧场为主的奶业生产方式，法国构建了覆盖全国、多层次、
多功能的奶农组织体系，为家庭牧场发展提供支撑，尤其是“公司+合作社+牧场”组织模式与合作社办加工的纵
向一体化有效保障了奶农在产业发展中的合理收益。我国在加快推进奶业振兴的背景下，却因家庭牧场组织化水
平低、利益联结机制不合理等原因面临诸多发展困难。因此，法国奶业组织制度及其对家庭牧场的促进作用为中
国奶业组织建设和家庭牧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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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牧场必然面临对接市场及在与

合作社是法国奶业组织体系

根据对法国畜牧研究所的调研，

大规模乳品企业的交易中获得合

的重要主体，在保障奶农利益方

法国50.0%奶农加入了合作社，

理利益的传统问题，因此，健全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模式

合作社收购原料奶占法国原料奶

的组织体系是家庭牧场发展不可

是奶农合作社将收购的原料奶销

总产量的50.0%，合作社企业加

或缺的支撑。法国奶业由奶农和

售给乳品企业，形成了“公司+合

工的原料奶占法国原料奶总产量

乳品企业形成了代表各方利益和

作社+奶农”组织模式，合作社

的42.0%。

产业整体利益的完整组织体系。

代表奶农谈判原料奶销售价格并

第一，有代表奶农利益的奶农联

保障奶农的合理利益。以法国第

盟（FNPL），联盟成员有近7 万

一大、世界第二大乳品企业拉克

个牧场，目前是法国最大的奶农

塔利斯（Lactalis）集团为例，其

销售联盟。第二，有代表所有奶

收购原料奶的农户中有50.0%是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大规

业合作社的法国奶农合作社联盟

通过合作社签订协议。另一种模

模的合作社乳品企业都逐步建立

（FNCL），联盟成员有260 多个

式则是很普遍的合作社办加工，

了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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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牛奶总产量的一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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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为家庭牧场平等参与和

有代表乳品企业利益的法国私有

品 企业中有200多家是合作社所

利益保障奠定了基础。以索地雅

乳品加工企业联盟（FNIL），联

有，并且其中有很多大型企业。

为例，其作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盟成员有近百个公司和几乎法国

法国10 大乳品企业（集团）中有

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区域成员中

所有私有乳品企业。第四，有代

6 家是合作社企业，在3 家进入

心，全国1.4 万个成员牧场被划分

表整个奶业行业利益的法国奶业

世界奶业企业（集团）前2 0 强的

为31 个区域成员中心，负责成员

产业组织（CNIEL）。CNIEL成

企业中就包括合作社企业索地雅

间信息交流、向理事会提交成员

立于1973年，成员包括以上三个

（SODIAAL）集团。由于利益一

意见等；第二级是大区，31 个区

联盟，其职能两个方面：一是协

体化，合作社企业通常会给成员

域成员中心被划分为8 个大区，大

调奶农与乳品企业的关系，包括

奶农更高的原料奶收购价格，再

区委员会负责管理年度奶价预算

制定产业相关政策和规划、推动

加上索地雅这样的大型合作社乳

及本区域合作社分支的运行等；

立法、收集产业信息等。二是提

品企业对原料奶市场的影响力，

第三级是理事会，由每个大区选

升法国奶业的整体形象与品牌价

合作社乳品企业成为法国原料奶

举3 名理事组成；第四级是8 名

值，包括发起广告宣传、培养消

购销价格的领导者。每年合作社

理事长组成的理事会主席团，每

费者消费习惯、资助行业公共性

企业确定收购价格后，达能等公

个大区各选举1 名理事长。理事

的研究项目等，目前，CNIEL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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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其重要性，

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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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农村与海洋渔业法》规

室对拉克塔利斯集团营销经理的

从而实现合作社治理架构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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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社乳品企业的治理
体系

第二，强化合作社的互助精神，

年9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下，对中国是否还能发展家庭牧场

对所有成员，不论其距离远近，

（中央农办）与农业农村部等11 个

存在普遍的怀疑。

都收取相同的原料奶运输费用；

部门和单位又联合印发《关于实施

从法国经验来看，家庭牧

第三，坚持按与合作社的交易额

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

场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奶农组织体

分红的分配原则。虽然合作社分

当前，在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户

系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第一，

红的依据有成员交奶数量和入股

大量退出、规模化快速发展的情况

加强奶农组织建设，构建有利于

金两种，但是由于入股金
也是按成员入社当年纯收
入的10.0%缴纳，所以实
际都是按与合作社的交易
额返还。
由于以合作社成员为企
业发展的根本着眼点，合作
社乳品企业在扩张过程中更
紧密地根植于本土，尤其是
在奶源方面。相反，公司制
乳品企业则可能因为快速扩
张需要或成本效益的比较选
择非本土奶源。2017年，公
司制的拉克塔利斯集团在全
球46 个国家收奶和加工乳制
品，而合作社所有的索地雅
集团仅在法国国内生产，同
时向全世界出口。在法国5
个最大的乳品企业集团中，
索地雅是唯一一个仅在国内
生产的企业。

4 对我国奶业的几点
启示
坚持家庭经营是中国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国
家反复强调坚持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同时也在近年中央
一号文件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报告等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
发展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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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家庭牧场合理经济利益的奶

品企业由于养殖、加工利益一体

业产业链收益分配格局。如何改

化，可以在原料奶收购中确定符

变奶业产业链的不合理利益分配

合奶农利益价格。同时由于其存

格局是巩固中国奶业产业基础、

在，能够限制公司制乳品企业在

实现奶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首

原料奶定价中的买方垄断力量，

要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一问题的

通过为公司制乳品企业提供价格

关键还是提升奶农组织化水平，

参考的标杆作用，提升所有牧场

发挥奶农组织在原料奶价格形成

的利益保障水平。第三，深化农

中的作用，通过建立集体谈判制

地制度，促进种养一体化适度规

度提升奶农整体议价能力，让奶

模家庭牧场的发展。通过种养一

农更多地分享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体化，首先解决牧场所需优质青

增值收益。第二，促进奶农办加

粗饲料的供给，其次确保粪污能

工，打造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

够低成本地得到处理和还田利

合作社乳品企业，发挥其在原料

用，进而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和

奶定价中的标杆作用。合作社乳

产业的竞争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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