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640·

收稿日期：2019-01-02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桂科AB17205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4XMZ059）；广西农业科学院科技发展

基金项目（桂农科2016ZX02）；广西职业师范学院院级项目（19KYA01）
作者简介：*为通讯作者，陆宇明（1970-），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工作，E-mail：nkylym@163.com。王田月（1991-），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工作，E-mail：yue935600798@163.com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路径分析
王田月1，韩国丽2，梁盛凯3，于平福4，陆泉志5，陆宇明6*，黄梅梅7

（1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南宁 530007；2广西财经学院，南宁 530007；3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南宁 530007；
4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南宁 530007；5 广西大学农学院，南宁 530004；6 广西农业科学院，

南宁 530007；7 广西蚕业科学研究院，南宁 530007）

摘要：【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关键环节，研究其在新常态下主要面临的劣势、优势及

增收机制，为广西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广西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进行抽样调查，运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广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面临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人才等劣势，但在自然资源、产品及区位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广西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要素产出弹性最高，仍然属于要素投入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农业社会服务发展滞后，在当前阶

段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提高受教育水平及发展多种产业融合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增收路径。【建议】发展自然资

源禀赋优势，打造地方特色生态品牌与功能农业；探索政府担保+企业主导+农民入股+资源开发等多种融资发展模式，

拓宽资金来源；发展技术服务规模经营，培养一批职业产业带头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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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main body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s the key link between“small farmers”and“big
marke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hallenges，advantages and income-increasing mechanisms that were faced in the new nor-
mal，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in Guangxi.【Method】Th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n Guangxi，and the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come-increasing mechanism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
ties.【Result】The main bodies of new-typ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Guangxi were fac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insuffi-
cient funds，imperfect infrastructure and lack of talents. They had great advantages in natural resources，products and lo-
cation.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land elements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 main bodie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Guangxi，which still belonged to the increasing stage of factor input and scale retur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o-
cial services lagged behind. At the present stage，increasing factor input，improving education level and developing multi-
industry integration were still the main ways to increase income.【Suggestion】Developing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d-
vantages，build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ecological brand and functional agriculture；exploring various financing develop-
ment modes，such as government guarantee+enterprise dominance+farmers’equity participation+resource development，
to broaden the sources of funds；developing scale operation of technical services，cultivating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industrial pioneers；improving the servic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promoting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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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

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进程差距逐步拉大。随

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一产业适龄

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

织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求日益

迫切。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通过扶

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

合作，引导其规范运行，着力加强能力建设以健全农

业经营体系。截至2017年初，广西全区已有注册登

记的家庭农场5786家，农民合作社33595家，实有成

员超过82万户，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262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338.37万户，占全区农

户总数的35.62%；龙头企业数量在逐渐增多，产业化

带动能力逐步增强，土地流转速度在逐渐加快，但也

面临着缺乏监管和知名品牌、效益不高等问题。因

此，抓住优势，应对劣势，探寻增收机制，对提高广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至关重要。【前人研究进

展】目前，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类、社会化功能及

影响因素方面，黄祖辉和俞宁（2010）、钟真等

（2014）、赵晓峰和赵祥云（2018）调查分析得出土地

和资本要素是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产出的关键因

素；郭庆海（2013）把现阶段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分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3种类型；楼

栋和孔祥智（2013）研究认为应从加强组织领导、加

大金融扶持、优化农技服务、完善基建配套等方面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黄祖辉和傅琳琳（2015）研

究表明产业组织与组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是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关键；高鸣等（2018）研究发现在

不同规模的组织形式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绩效差异

显著，金融和人才不足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

主要阻碍。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及主体行为方

面，孟玉静（2014）基于产业分工与融合的视角认为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必然选

择；幸家刚（2016）认为应从市场激励与阻碍、农业

“绿箱”政策3个方面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认证动力；阮荣平等（2017a）研究发现经

营主体类型、人力资本水平和经营规模是影响新型

经营主体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另外，阮荣平等

（2017b）、韩旭东等（2018）认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信息供需之间尚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本研究切

入点】至今，鲜见以实证调研数据为支撑研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产业属性与要素弹性对收入影响的报

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分析广西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特点基础上，通过建立超越对数（Translog）

生产函数分析影响收入的关键因素，继而从投入产

出弹性及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方面探讨增收路径，为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1. 1 模型构建

1. 1. 1 超越对数模型 本研究构建以下Translog
生产函数（李文明等，2015）。

ln（Yi）=λ+α1ln（Landi）+α2ln（Labori）+α3ln（Capitali）+1
2β1［ln（Landi）］2+

1
2β2［ln（Labori）］2+

1
2β3

［ln（Capitali）］2+γ 1ln（Landi）ln（Labori）+
γ 2ln（Landi）ln（Capitali）+γ 3ln（Labori）

ln（Capitali）+δ1Agei+δ3Edui+∑
n = 1

4
ηnAgr-

industryin+μi

式中，Yi表示第i个经营主体的净利润；Landi表

示第i个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面积，Labori表示第i个

经营主体的劳动力数量，Capitali表示第i个经营主体

的投入资本，Agei表示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年龄，Edui

表示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受教育程度；Agr-industryin代

表不同经营主体主要从事农业行业类型的一组虚拟

变量，主要划分为种植、养殖、种养结合、种养及加工

或休闲一体、农机或植保等服务等5个类型，以种植

为参照项，即在对从事农业行业类型变量进行回归

时，以种植行业的样本为比较基准，该项在模型回归

时不纳入回归指标，因此，模型中n的范围为1~4。由

于不同经营主体所从事行业项为虚拟变量，用η1代

表养殖行业调研样本的回归系数，此时，养殖行业的

样本取值为“1”，其他样本取值为“0”；用η2代表种养

结合行业调研样本的回归系数，而种养结合行业的

样本取值为“1”，其他样本取值为“0”，以此类推到η3、

η4。μ i表示随机误差项。

1. 1. 2 投入产出弹性模型 由于Translog生产函

数存在生产要素交叉弹性的影响，根据该函数的性

质，各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土地产出弹性EP-Land=α1+β1ln（Land）+γ1ln

（Labor）+γ2ln（Capital）
劳动产出弹性EP-Labor=α 2+β 2ln（Labor）+

γ 1ln（Land）+γ3ln

（Capital）
资本产出弹性EP-Capital=α3+β2ln（Capital）+

γ2ln（Land）+γ3ln

（Labor）
1. 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 2. 1 指标选取 在参考王志斌等（2018）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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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为因变量，要素投入

（土地、劳动力、资本）、户主特征（性别、年龄、学历）、

行业类型（种植、养殖、种养结合、种养及加工或休闲

一体、加工或休闲 、农机或植保等服务）为自变量。

1. 2. 2 数据来源 采用随机抽样调研的方法，在

2018年6—8月广西大学农学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训班期间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参与调查的480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包括24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75

家专业大户、105家家庭农场和60家龙头企业；共计

发放480份问卷，其中，395份为自填，另外55份由于

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填写，由调查人员代填写。调查

问题均为封闭式，内容主要包括户主特征、投入产出

和从事行业、面临的优势和劣势等。剔除无效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448份，有效率93.3%。

2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路径分析

2. 1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点

2. 1. 1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分布情况 本

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

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

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及自

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专业大户是指

以从事农业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为主，并实现规

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农场是指农场经营者具有农村

户籍，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经营

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的农户；龙头企业专

指农业龙头企业，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企业、农产品加

工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表1为所调查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类型、样本数及其占比，其中，农民专业合

作社样本数为215个，占比47.99%，将近一半，其次依

次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占比分别为

22.77%、16.52%和12.72%。

2. 1. 2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优势和劣势 调

查数据（表2）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自然资源

优势是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大的优势，产品及

区位优势是次要优势，但具有供应链和商业模式等

其他优势的比例不足20.00%。广西地处热带和亚热

带交汇区域，光温水资源充足，优越的自然禀赋优势

孕育出粮食、糖料蔗、水果、蔬菜、茶叶、桑蚕、食用

菌、罗非鱼、肉牛肉羊、生猪十大优势特色农产品产

业带，产品优势逐步凸显。

调查结果（表3）显示，当前广西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面临诸多劣势，超过50.00%的调查对象认

为资金不足和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当前农业经营主体

面临的首要劣势，同时，调查对象的34.38%认为缺乏

专业的农业技术人才，22.77%认为市场不景气也是

新型经营主体面临的主要劣势，而土地流转困难、与

农民合作困难、市场环境恶劣、农产品标准化程度

低、政策支持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占比均不足

20.00%。综上所述，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尚

处于前期发展阶段，要实现规模化经营和技术升级

所需的前期大量资本投入对其发展形成较大压力。

2.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征调查分析

由表4可知，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劳

动和资本投入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土地平均经

营面积为41.030 ha，最低为1.000 ha，最高为267.000

ha；平均劳动力投入为241.657人，最低不足平均值

的百分之一，最高约为平均值的9倍；平均每公顷资

本投入为15529.327元，最低为270.000元，最高为

232499.884元。从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基本特征来

主体类型 Entity type
农民专业合作社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专业大户 Professional big family
家庭农场 Family farm
龙头企业 Leading enterprise
合计 Total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
215
74

102
57

448

占比（%）Proportion
47.99
16.52
22.77
12.72

100.00

表 1 调查主体类型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ion entity types

表 2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优势调查结果
Table 2 Advantages of Guangxi’s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优势 Advantage
自然环境优势 Natural environment advantage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
区位优势 Location Advantage
供应链优势 Supply chain advantage
商业模式优势 Business model advantage
资金优势 Capital advantage
人力资源优势 Human resource advantage
其他 Others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
334
144
113
67
52
6
9
6

占比（%）Proportion
74.55
32.14
25.22
14.96
11.61
1.34
2.0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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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年龄的平均值为2.273，即主要集中在30~40岁；

学历平均值为1.762，基本上为大专以下学历。

2.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Translog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两种投入产出模型，模型I中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业类型纳入模型估计，模型II中

没有控制行业类型变量。从表5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看，大部分变量显著，模型I和II修正后R2分别为0.363

和0.360，均超过0.300，对于截面数据而言，说明模型

所选取变量基本上能解释因变量的变化。

（1）产业融合经营能显著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效益。模型I将行业类型纳入模型，种养结合和种

养及加工或休闲一体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原假设，由此可初步判断，广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中从事单一种植业的经营主体效益显著低于

不同产业融合的经营主体。从系数来看，行业类型

以种植为参照组，4组不同行业类型的产出比较顺序

为种养结合>种养及加工或休闲一体>养殖>农机或

植保等服务。种养结合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

生态农业模式，能充分利用资源获得利益最大化，是

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支持的重点，广西经营主体以农

业生产资源禀赋为基础，发展稻田鸭、禾花鱼、桑树

鸡等产业，投入产出较高。种养及加工或休闲一体

的投入产出水平次于种养结合，一方面农业加工或

休闲产业布局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被调查企业中

尚有部分企业处在基础设施投入期，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其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这类企业多以特色产业

镇的形式出现，广西农业的产业聚集程度低，导致农

业加工或休闲类企业的发展难度较大。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兼具生产和服务的双重功能，既是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需求者，又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农

机或植保等服务行业应该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

竞争优势的行业。从统计结果来看，广西农业社会化

服务企业的产出水平较低，说明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

发展尚不成熟，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占比少，规

模小，投入产出优势不明显。

（2）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是实现新型经营的关

键。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受教育程度通过了5%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值，表明其受教育程度与

收入水平呈正比。与传统农业相比，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具备科学化种养水平更高、企业化经营程度更

变量
Variable
净利润 Net profit
土地 Land
劳动 Labor
资本 Capital
年龄 Age

学历 Education

种植 Planting
养殖 Breeding
种养结合 Planting and breeding
种养及加工或休闲一体
Planting，breeding and processing or leisure
农机或植保等服务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r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变量设置
Variable setting

每年经营主体的净利润（元）
自由土地及租赁土地的总经营面积（ha）

全年平均投入的劳动力（人）
每公顷每年投入资本（元）

20~29岁=1.000，30~39岁=2.000，40~49岁=3.000，
50岁以上=4.000

高中及以下=1.000，大专=2.000，大学本科=3.000，
硕士=4.000，博士及以上=5.000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最小值
Min

6.500×104

1.000
2.000

270.000
1.000

1.000

0
0
0
0

0

最大值
Max

8.000×106

267.000
20000.000

232499.884
4.000

4.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均值
Mean

5.778×105

41.030
241.657

15529.327
2.273

1.762

0.112
0.049
0.210
0.566

0.063

标准差
SD

577.010
930.981
1697.539
11262.009

0.731

0.775

0.315
0.216
0.407
0.496

0.243

劣势 Disadvantage
资金不足 Insufficient funds
基础设施不完善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人才缺乏 Lack of talent
市场不景气 Market downturn
土地流转困难 Difficult land transfer
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 Low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政策支持不足 Inadequate policy support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技术落后 Technical backwardness
与农民合作困难 Difficult cooperation with farmers
市场环境恶劣 Bad market environment
其他 Other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
337
262
154
102
83
56
50
49
31
28
9

34

占比（%）Proportion
75.22
58.48
34.38
22.77
18.53
12.50
11.16
10.94
6.92
6.25
2.01
7.59

表 3 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劣势调查结果
Table 3 Challenges of Guangxi’s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4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i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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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资本的需求量更大等特点，要求负责人具备农

业生产或企业管理相关教育背景。虽尚未有学者专

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

平进行研究，但本研究结果支持白菊红和袁飞

（2003）、辛岭（2007）提出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平

均收入呈正比，且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的抗干扰性

和抗波动力越强的研究成果。而负责人的年龄在模型

I和模型II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而言，并不是负责人的年龄越大，收入水平越

高。显然，高龄化的负责人经验化经营程度较高，但

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弱；而年轻负责人对新

品种、新机械、新种植技术的学习能力更强，接受程

度更高，且电子商务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要的销售

模式，年轻负责人对电子商务模式的操作及计算机的

应用能力也更强。总体来看，更前沿的视野、对新型技

术更宽容的接纳态度、更充沛的经营精力、更现代化

的销售渠道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均尤为重要。

（3）适度扩大土地规模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表6

可知，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中土地的要素产出弹性最

大，表明土地仍为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的

生产投入要素，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小于土

地。劳动的产出弹性与万广华和程恩江（1996）提出

的劳动力边际产出近似为零或为负值存在明显差

异，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阶段仍然属于劳动

密集型，对劳动力仍有较高的需求；与钟真（2018）研

究结论相契合，其提出当前我国74.7%的经营主体以

雇佣劳动为主，即便是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自有劳

动和雇佣劳动投入比也高达1∶12.8。本研究借鉴钱

贵霞和李宁辉（2005）、李文明等（2015）的研究方法，

将各生产要素弹性系数加权计算出规模报酬系数

（RTS），当RTS>1时，表示规模报酬递增，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前提下，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

例。将行业类型虚拟变量考虑在内，模型I的规模报

酬系数为1.17768；未将行业类型虚拟变量考虑在

内，模型II的规模报酬系数为1.10646。二者均高于

1.00000，表明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规模报酬

递增现象，反映出当前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属

于初步发展阶段，可通过扩大土地、劳动力、资本等

生产要素投入以提升收入水平。

3 讨论

本研究从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区域

发展特点出发，进而分析其增收路径，自然禀赋优势

是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大的优势，特色农产品

优势及区位优势是次要优势。资金不足、基础设施

不完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首要劣势，其次

表 5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Translog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5 The more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 the more the logarithm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 and *** indicated that the null hypothesis was rejected at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of 10%，5% and 1%，respectively

变量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土地投入 ln（Land）
劳动力投入 ln（Labor）
资本投入 ln（Capital）
土地投入的平方［ln（Landi）］2

劳动力投入的平方［ln（Labori）］2

资本投入的平方［ln（Capitali）］2

土地×劳动力交叉项ln（Landi）·ln（Labori）
土地×资本交叉项 ln（Landi）·ln（Capitali）
劳动力×资本交叉项 ln（Labori）·ln（Capitali）
年龄 Agei

受教育年限 Edui

养殖业 Breeding
种养结合 Planting and breeding
种养及加工或休闲一体 Planting，breeding and processing or leisure
农机或植保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r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s
R2

修正后R2 Adjusted R2

DW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投入产出模型Ӏ Input-output model Ӏ
系数 Coefficient

7.224
-1.553
-1.282
1.965
0.289
0.135
0.336
0.353
-0.237
-0.203
0.107
0.192
0.159
0.299
0.266
0.100

0.412
0.363
1.881
13.454

0.000***

t
4.245
-2.823
-1.286
2.118
2.214
0.913
2.455
2.606
-1.428
-1.246
1.421
2.374
1.421
2.153
1.701
1.023

P
0.000***
0.006***

0.201
0.036**
0.029**

0.363
0.015**
0.010***

0.156
0.215
0.158

0.019**
0.158

0.033**
0.091*
0.308

投入产出模型II Input-output model II
系数 Coefficient

6.063
-1.670
-0.866
1.826
0.284
0.106
0.299
0.316
-0.178
-0.218
0.131
0.576
-
-
-
-

0.401
0.360
1.820
17.900

0.000**

t
3.610
-2.150
-0.867
1.673
2.033
0.704
2.153
2.297
-1.060
-1.318
1.290
1.831
-
-
-
-

P
0.000***
0.033**

0.388
0.097*

0.044**
0.483

0.032**
0.023**

0.291
0.190
0.199

0.069*
-
-
-
-

表 6 各投入要素产出弹性
Table 6 Output elasticity of each input factor

模型
Model

I
II

要素产出弹性
Output elasticity of input factor

土地 Land
0.595
0.652

劳动 Labor
0.317
0.232

资本 Capital
0.266
0.222

规模报酬
系数
RTS

1.17768
1.1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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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才缺乏和市场不景气，与刘婷婷（2016）、王宁和

米青（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广西新型经营主体

面临更突出的困境是基础设施不完善。本研究表

明，当前广西新型经营主体仍然处于要素投入与规

模报酬递增阶段，土地要素投入产出弹性最高，农业

社会服务发展滞后，要素投入仍然是增收的主要途

径，与罗辉（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本研究分析了

不同行业属性影响下的增收路径，是对前人文献研

究结果的补充。区别于传统主体，本研究中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较高教育程度，及其所具有的更

前沿的视野、对新型技术更宽容的接纳态度、更充沛

的经营精力及更现代化的销售渠道等能推动新型经

营主体的发展，继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杨万江和李

琪（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其收入

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其研究的样本对象

均为水稻种植户，结果与产业特征与调查对象异质

性有关。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种养结合等产业融合

发展能显著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盈利能力。熊磊

和胡石其（2019）的研究结果也曾证实通过发展产业

化经营和产业融合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收入的

主要途径之一。

4 建议

4. 1 发挥自然禀赋优势，打造地方特色生态品牌与

功能性农业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广西的自然禀赋优势，充分

挖掘当地历史文化与名人故事，通过线上推广与线

下农产品品牌推介，加强产品包装设计与营销，提高

产品溢价与盈利率；在广西百色、河池等自然生态区

域，依托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优势，主打

生态与地方特色两大品牌，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

势与产品优势；在广西玉林、崇左等粮食主产区，发

展富硒、营养、保健等功能农业品牌，形成产品为主、

品牌溢价、区域协调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打破供

求、政策信息传导不及时、标准化程度低的束缚。

4. 2 探索融资发展模式，拓宽资金来源

探索政府担保+企业主导+农民入股+资源开发

等多种融资发展模式，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担保机

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本运作提供加倍杠杆；配

合精准扶贫，在政策允许前提下，政府可尝试以贴息、

生产要素等方式为农民入股，在农民与经营主体间建

立紧密的利益联合机制，最大程度上疏解资金压力。

4. 3 发展技术服务规模经营，培养一批职业产业带

头人

当前广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于要素投入

阶段，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要素聚集，适度

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注重通过产学研合作培育一

批新型职业农民与产业带头人，提高主要负责人受

教育程度；加强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发展技术服务

规模化经营，在土地规模有限和不改变土地使用权

和所有权的前提下，在栽培和销售两个关键环节实

现统一经营，增加要素投入，提高创新要素在投入要素

中的比例，推进农村劳动力不断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集聚，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同时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扩大规模提供前期准备，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实现经营主体、农户双增收。

4. 4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加快非政府公益性机构开展社会化服务

进程。加强金融、保险等服务，及产中耕收种、统防

统治、技术和信息服务，产后储藏、深加工、包装、运

输、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制定统一规范的制度，提供

各项配套和补充服务，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基础条

件。围绕广西优质特色产业，开发一批种养结合新

技术，集成一批种养循环农业新模式，培养桂系生态

优质品牌，以促融合为重点，强化针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产业融合发展技术集成与转化，实现农村三次

产业融合发展，同步升级。二是完善新型经营主体

长效培训机制，联合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重点针对电

子商务、品牌化战略、规模化生产、产业融合技术等

进行全方位服务，提高新型经营主体与负责人的经

营能力和科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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