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所谓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为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提

供的优质、高效、全面、配套的公益性服务及经营性服务。当

前，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人口老龄化程度却不断

攀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提升农业生产

经营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

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截至 2013年年

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 3.4 亿亩，流转比例达 26%。

江苏省的流转比例更是高达 57%。可以预见，种粮大户将成

为粮食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明确提出要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

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入了解种粮

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现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简称“供给侧改革”），为种粮大户生产经营提供更为有效

的支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状况进行了

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并未对被调研农户的生产范围进行界

定。例如，庞晓鹏（2006）、周风涛和余国新（2014）以一般农户

为调研对象，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状况进行了研究。此外，

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涉及范围比较广，许多学者在研究其供

给时往往只聚焦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方面，如农业技术

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信贷服务。

在调研中发现，从事不同生产项目的农户，其对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供给要求可能并不相同。基于此，一些学者在进

行相关研究时对农户的生产范围进行了一定的界定。例如，

孔祥智和徐珍源（2010）分别对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供给状况进行了研究。为了使研究更具体、更有针对

性，有些学者对农户的生产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例如，

鲁可荣和郭海霞（2013）、姜参和靖飞（2012）分别对浙江省与

江苏省粮食种植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状况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在目前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并未对农户的生产范围进行界定，关注粮食种植户

的研究还比较少，聚焦于种粮大户的相关研究更是鲜有涉

及。本文将以江苏省扬州地区种粮大户为调研对象，从供给

的基本状况与满足度两个方面，对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

供给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供给侧改革建议。

二、供给的基本状况

据调研，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农业技术

服务（简称“农技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简称“农信服务”）、

农业信贷服务（简称“农贷服务”）、农业机械服务（简称“农机

服务”）、农机配套服务、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本节将从供给

主体、供给形式与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分别对以上六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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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基本状况进行研究。

（一）数据来源、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1. 数据来源。本研究调查数据来自课题组成员于 2015

年 11 ~ 12 月对江苏省扬州地区种粮大户（种植面积达100亩

以上）所做的调查。调查涉及扬州市的高邮市、宝应市及仪征

市，共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8份，有效问卷 264份，有效

率为88%。

2. 问卷设计。对于农技服务、农信服务与农机服务，根据

调研列出常见的供给主体、供给形式与供给内容供种粮大户

选择（可多选）。对于农贷服务和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由于

供给形式与供给内容较为单一，故仅列出常见的供给主体供

种粮大户选择（可多选）。对于农机配套服务，由于供给形式

较为单一，故仅列出常见的供给主体与供给内容供种粮大户

选择（可多选）。

3. 分析方法。本节将采用频次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即将以上六类服务在供给主体、供给形式、供给内容方面的

各选项被选择的频次进行加总，然后根据各选项频次占总频

次的比重进行相关分析。

（二）问卷统计及供给基本状况

1. 农技服务。结合具体调研情况，目前农技服务的供给

主体主要包括表1中所列出的单位。

由表 1可知，政府机关与村集体仍是农技服务的主要供

给者，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64.1%。合作社在农技服务供给中

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所占比重为15.7%。为种粮大户提供农

技服务的涉农企业与科研单位较为有限，两者所占比重累计

仅为13.5%。另外，仍有许多种粮大户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所需

要的农技，如广播电视、书籍、其他农户。

在供给形式方面，目前主要为技术指导、技术培训与直

接技术服务。技术指导为“一对一”的服务方式，主要包括电

话咨询、上门求教、技术人员上门指导等。技术培训为“一对

多”的服务方式，主要包括专家集中授课、观看录像、示范户

传授等。以上两种服务形式主要是“教你如何做”，而直接技

术服务则是“直接帮你做”，属于技术服务外包。关于以上三

种供给形式的调研情况，详见表2。

由表2可知，技术培训是农技服务目前主要的供给形式，

所占比重为58.1%。据调研，运营成本较低是技术培训被广泛

采用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是“一对多”的方式，服务缺乏针对

性，效果并不是很好。之后为技术指导，所占比重为 27.9%。

据调研，相对于技术培训，种粮大户更希望能够得到技术

指导。直接技术服务这种供给形式目前所占比重最低，仅为

14%。据调研，目前只有涉农企业较多地采用这种服务供给

形式。

在供给内容方面，依据具体调研情况，主要包括了表3中

所列各项。

由表 3可知，目前农技服务供给内容以病虫害防治技术

为主，所占比重为 42.4%。这与病虫害危害大、防治技术含量

高、种粮大户自身难以解决有关。新品种技术与施肥技术所

占比重相当，分别为 21.4%和 27.8%。而栽培管理技术所占比

重最小，仅为8.4%。据调研，种粮大户一般都有着丰富的粮食

栽培管理经验，对这方面需求不大，这是该项技术供给比例

较低的主要原因。

2. 农信服务。农信服务的供给主体与农技服务类似，具

体调研情况详见表4。

由表4可知，在农信服务方面，政府机关与村集体是主要

的供给者，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56.1%。合作社和涉农企业供

给比重相当，分别为 16.5%与 16%。与以上几个供给主体相

比，科研单位所占比重较小，仅为 2.1%。另外，仍有许多种粮

大户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所需要的农业信息，如电视、亲朋好

友、其他农户等。

在服务形式方面，以具体调研情况来看，主要有表5中所

列各项。

由表 5可知，目前短信与电话是农信服务的主要供给形

式，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 45.8%。之后为推介会与网站，两者

所占比重累计为29.5%。广播、宣传资料与入户讲解所占比重

较小，分别为 9.6%、8.9%与 6.2%。调研中发现，不同供给主体

在供给形式上各有侧重，政府机关、村集体与合作组织主要

通过短信、电话、广播、网站提供信息服务，而涉农企业则主

要通过宣传资料、入户讲解、推介会等形式提供信息服务。

供给形式

频次

比重（%）

短信

221

22.6

电话

227

23.2

广播

94

9.6

网站

122

12.4

宣传
资料

87

8.9

入户
讲解

61

6.2

推介会

167

17.1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政府机关

232

37.8

村集体

112

18.3

合作社

101

16.5

涉农企业

98

16

科研单位

13

2.1

其他

57

9.3

供给内容

频次

比重（%）

病虫害
防治技术

238

42.4

新品种
技术

120

21.4

栽培管理
技术

47

8.4

施肥技术

156

27.8

供给形式

频次

比重（%）

技术指导

122

27.9

技术培训

254

58.1

直接技术服务

61

14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政府机关

202

36.4

村集体

154

27.7

合作社

87

15.7

涉农企业

51

9.2

科研单位

24

4.3

其他

37

6.7

表 1 农技服务的供给主体

表 2 农技服务的供给形式

表 3 农技服务的供给内容

表 5 农信服务的供给形式

表 4 农信服务的供给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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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内容方面，根据具体调研情况，主要包括表6中所

列各项。

由表 6可知，目前农信服务供给内容以气象信息与政策

信息为主，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44.7%。然后为病虫害信息与

价格信息，两者所占比重累计为34.7%。新技术信息与供求信

息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 11.5%与 9.1%。调研中发现，不同供

给主体在供给内容上各有侧重，政府机关与村集体主要侧重

于气象信息、病虫害信息、农业政策信息、新技术信息，而合

作组织与涉农企业主要侧重于价格信息与供求信息。

3. 农贷服务。通过对调研结果的整理，目前农贷服务的

供给主体以表7中所列组织为主。

由表7可知，在农贷服务方面，银行与农村信用社是种粮

大户信贷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77.2%。而

从亲朋好友及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者所占比重仅为

22.8%。该结果表明，对于种粮大户而言，正规金融机构是其

主要融资渠道。而在以往大多数以一般农户为调研对象的研

究中，非正规金融机构是农户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如马晓

青和黄祖辉，2010）。

4. 农机服务。通过对调研结果的整理，目前农机服务的

供给主体以表8中所列各项为主。

由表8可知，在农机服务方面，种粮大户互为彼此的主要

供给者，所占比重达57.5%。其原因为：一方面，种粮大户农机

保有量比较高，操作技术也较为娴熟；另一方面，同地区的种

粮大户彼此熟悉，交易成本较低。专业农机手所占比重为

19.1%，其多在农忙时节提供服务。合作组织与农机站所占的

比重不大，分别为10.2%与13.2%。

在服务形式方面，目前主要包括表9中所列各项。

由表9可知，目前直接外包是农机服务的主要供给形式，

所占比重为 55.7%。据调研，操作简单、职责划分清晰是直接

外包被广泛采用的主要原因。然后是雇佣农机手，所占比重

为24.9%。农机租用所占比重最小，仅为19.4%。

在服务内容方面，目前主要包括如表10中所列各项。

由表10可知，目前农机服务的供给内容以打药与收割为

主，两者所占比重累计达51.6%，主要原因为这两项作业时效

性强，农户需求较多。其次为机耕，所占比重为 14.3%。播种、

插秧与施肥所占比重较低，分别为12.3%、11.7%与10.1%。

5. 农机配套服务。通过对调研结果的整理，目前农机配

套服务的供给主体以表11中所列为主。

由表 11可知，在农机配套服务方面，农机维修点是主要

的供给者，所占比重达55%。其原因主要为，农机配套服务特

别是农机维修服务，需要专业的知识与工具。合作社与村集

体所占比重相当，分别为 15.5%与 16.8%。此外，另有 12.7%的

农机配套服务由其他组织或个人提供，如农户个人、种粮大

户互助、当地工厂（停驻服务）等。

在服务内容方面，目前主要包括表12中所列各项。

由表12可知，目前农机配套服务的供给内容以农机维修

为主，所占比重达 60.6%，其次为农机保养，所占比重为

29.5%。调研中发现，多数种粮大户都具备一定的农机保养知

识，自身就可完成日常简单保养。农机停驻所占比重最小，仅

为9.9%，主要原因为农业配套用地指标很难获得。

6. 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通过对调研结果的整理发现，

目前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的供给主体以表13中所列为主。

由表 13可知，从整体上来说，目前提供农资与粮食储存

服务的组织并不多。在现有的供给主体中，合作社与村集体

所占比重较大，两者所占比重累计高达 83.3%。另外，也有一

些农户或当地工厂将一些空闲的房屋或厂房出租给种粮大

户作为储存场所，但所占比例并不高，仅为16.7%。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合作社

66

35.5

村集体

89

47.8

其他

31

16.7

供给内容

频次

比重（%）

农机维修

261

60.6

农机保养

127

29.5

农机停驻

43

9.9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合作组织

62

15.5

村集体

67

16.8

农机维修点

220

55

其他

51

12.7

供给内容

频次

比重（%）

机耕

103

14.3

打药

191

26.7

收割

178

24.9

播种

88

12.3

施肥

72

10.1

插秧

84

11.7

供给形式

频次

比重（%）

直接外包

241

55.7

农机租用

84

19.4

雇佣农机手

108

24.9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合作社

41

10.2

农机站

53

13.2

专业农机手

77

19.1

种粮大户

231

57.5

供给主体

频次

比重（%）

银行

201

36.4

农村信用社

225

40.8

亲朋好友

99

17.9

其他

27

4.9

供给内容

频次

比重（%）

气象
信息

259

23.9

病虫害
信息

189

17.5

政策
信息

226

20.8

新技术
信息

124

11.5

价格
信息

186

17.2

供求
信息

98

9.1

表 6 农信服务的供给内容

表 7 农贷服务的供给主体

表 8 农机服务供给主体

表 9 农机服务的供给形式

表 10 农机服务的供给内容

表 11 农机配套服务的供给主体

表 12 农机配套服务的供给内容

表 13 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的供给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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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在以下

方面存在着不足。供给主体方面，农技服务与农信服务的供

给主体较为单一，仍然以政府机关与村集体为主，合作社、企

业以及科研单位发挥的作用有限，同时提供农资与粮食储存

服务的主体也比较少。供给形式方面，农技服务仍以“一对

多”的技术培训方式为主，个性化、分层次服务方式还比较

少，同时短信与电话仍是农信服务的主要形式，网络等新媒

体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供给内容方面，供求信息与农机停

驻的供给相对较少。

三、供给的满足度研究

（一）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1. 问卷设计。在问卷中，满足度测评采用四分法量表，将

满足度分为非常满足、比较满足、不太满足、不满足四个等

级，农户根据自身满足程度进行选择。此外，本问卷的内容还

涉及农户基本信息与生产经营情况。

2. 分析方法。由问卷设计可知，满足度分为四个等级，而

各服务项目在不同的位次出现的频次一般不同，无法进行有

效排序，故采用聚类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二）问卷统计与满足度分析

1. 问卷统计。种粮大户根据自身情况对各项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满足度进行选择，具体调研情况详见表14。

2. 满足度分析。利用 SPSS 22.0 软件对满足度的调查数

据进行聚类分析，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合表14中的数据，可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按照满足度从

高到低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于种粮大户来说满足度最高的服务项目，具

体包括农机服务与农技服务。农机服务具体包括机耕、打药、

收割、播种、施肥、插秧等。在调研中，大多数农户表示随着农

机保有量的增加，绝大多数此类服务都很容易获得。对于

绝大部分农技服务，大多数农户也表示农技相关部门能够很

好地给予指导，在出现突发问题时也能及时给予帮扶。对于

病虫害防治中的配药服务，农户表示目前有许多公司提供

此类服务。

第二类是对于种粮大户来说满足度比较高的服务项目，

具体包括农贷服务与农信服务。对于农贷服务，在调研中许

多农户表示只要有土地流转合同，获取信贷资金相对比较容

易，利息也比较低。但仍有部分农户表示目前获取农贷的程

序比较繁琐，而资金需求有时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对于农

信服务，大多数农户表示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告知有关信息。

第三类是对于种粮大户来说满足度较低的服务项目，具

体包括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农机配套服务。对于农资与粮

食储存服务，以往农户由于耕种面积小，自家住房即可满足

储存需求。对于种粮大户而言，其耕种面积较大，自家住房远

远不能满足农资与粮食储存需求，但由于国家土地政策对于耕

地的保护，仓库建设的审批往往难以通过，其储存需求难以

得到满足。农机配套服务具体包括农机保养、农机修理与农

机停驻。对于农机保养和修理，在调研中许多农户表示该类服

务经常无法满足其需求，而且服务价格偏高。对于农机停驻

服务，绝大多数农户均表示目前的供给不能满足其需求，其原

因与上文中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满足度不高的原因相同。

三、结论与供给侧改革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江苏扬州市 264户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通过

频次法与聚类法，实证分析了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

的基本状况与满足度。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对于农技服务与

农信服务，合作社、企业以及科研单位发挥的作用有限，政府

机关与村集体仍是这两项服务的主要供给者；第二，农技服

务仍以“一对多”的技术培训方式为主，个性化、分层次的服

务方式还比较少；第三，对于农信服务，短信与电话等传统方

式仍为主要供给形式，网络等新媒体发挥的作用有限；第四，

相对于其他服务项目，农机配套服务、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

的满足度较低，尚不能满足种粮大户目前的需求。

（二）供给侧改革建议

依据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基本状况与满足度分

析，针对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与激励科研单位增加服务供给。

在目前的农技服务与农信服务的供给当中，科研单位所占比

重较小。调研中发现，目前许多科研单位在当地农村也有一

些试验田，同时雇佣当地农民按照其要求帮助种植，其目的

多为完成自身科研任务，并不对外提供教育、示范、咨询、指

项目
编号

1

2

3

4

5

6

服务项目

农技服务

农信服务

农贷服务

农机服务

农机配套服务

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

满足程度

非常满足

158

115

124

191

75

33

比较满足

92

104

81

57

51

60

不太满足

10

34

22

12

68

109

不满足

4

11

37

2

70

62

表 14 种粮大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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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服务 4

农机配套服务 5

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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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等相关服务。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与激励科研单

位增加服务供给。首先，制定政策，明确科研单位在农业社会

化服务特别是农技服务中的功能。其次，建议当地政府主动

与科研单位对接，成为种粮大户与科研单位之间的桥梁，根

据实际情况构建长期稳定的服务模式。最后，加大科研资金

投入，重点鼓励科研单位与种粮大户合作。

2. 健全合作社组织结构，提升合作社服务供给能力。由

上文可知，除农贷服务和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外，在其他服

务供给中，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在法国、德国、

日本与韩国，合作社则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通

过对比发现，在以上发达国家中，合作社从中央到地方有着

完善的组织结构。在我国，基层合作社数量众多，但缺乏有效

的组织，管理上仍为属地管理，彼此之间缺乏协作与协调。因

此，建议健全合作社组织结构，构建中央、省、市三级合作社

体系，使得合作社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合作、整合资源与

调剂余缺，提升服务供给能力。

3. 完善政府购买与补贴机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服务供

给。从发达国家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般由公共服务

系统、合作社服务系统与私人服务系统“三驾马车”共同组

成。而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仍以公共服务系统为主，其他

两个系统特别是私人服务系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据调

研，现阶段许多服务项目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达到农户所

期望的服务水平与价格，这是私人服务系统供给不足的主要

原因。例如，由上文可知，对于种粮大户来说，农机维修与保

养服务的实际满足度很低，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农机有固定的

使用时间段，这就导致平常保养与维修的需求少，而使用时

间段的需求却陡增，这为维修人员与设备的调配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此外，农机的维修与保养往往需要公司派遣维修人

员到农户所在地，而农户又比较分散，这使得维修保养成本

较高，难以满足农户对于服务价格的要求。因此，针对此类服

务，建议完善政府购买与补贴机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服务

供给。一方面，要明确购买与补贴的服务项目与服务标准，并

引入竞争性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设立购买与补贴所需的

财政专项资金及配套管理制度。在财政专项资金的预算方

面，需要紧密围绕购买与补贴的服务项目及当地预计需求总

量来编制；在财政专项资金的内部管理方面，用于购买与补

贴的财政专项资金应当实行项目管理，同时加强财政专项资

金的绩效管理，每年度财政部门应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进

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后期预算安排与资金支持的主要

依据；在财政专项资金的社会监督方面，以归口管理的财政

部门为责任主体，向社会公开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政策及详

细使用清单。

4. 制定执行标准与实施细则，保障农业配套用地供给。

农机停驻服务以及农资与粮食存储服务的供给较少，且农户

的满足度也不高。调研发现，其主要的原因为农业配套用地

指标很难获得。然而，通过对现有政策的整理发现，我国于

2014年 10月出台的《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

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要满足现代农业和土地规模化经

营不断发展的需求，积极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用地。通过对相

关主管部门进行调研访谈发现，政策落实主要存在以下两点

困难：其一，对于农业配套用地缺乏明确的界定，对于配给

谁、配多少与如何配缺少明确的执行标准；其二，农户人数较

多，关于配套土地的实际用途难以监管。基于以上困难，本文

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方面，加快执行标准与实施细

则的制定；另一方面，为了便于监管与提高土地利用率，建议

配套用地的申请以村或合作社为单位，积极引导建立集中、

公共的农机停驻和农资与粮食储存设施。

5. 依据粮食生产主体之间的需求差异，构建分层次的服

务供给体系。种粮大户与一般农户对于农业社会服务的需求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随着土地的进一步流转，可预见种粮大

户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加，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粮食生产主体

会形成一般农户与种粮大户并立的局面。故建议政府要考虑

到两类农户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差异，构建分层次的

服务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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