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度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16

60 年前的 7 月 24 日，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成立了，担负起“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使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

办好供销合作社，发挥其独特优势

和重要作用”。这是纪念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成立 60 周年电视电

话会议，对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赋

予的新使命和重托。

经历了 60 年的风风雨雨，给

人们带来无数美好回忆的供销合

作社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供销合作社如何深化改革，努

力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

军和综合平台，尚需供销合作社大

胆探索和创新。

供销合作社这个名字，曾让农民们备
感亲切。在计划经济时期、在物质短缺的时
代，供销合作社人肩挑扁担，上山下乡，走
村串户。巡回送货的“扁担精神”成为那个
时期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佳话。

如今，供销合作社因体制机制的因素
而制约了发展的脚步。“如何破解体制的顽
疾，使供销合作社的优势更加显现，更好地
服务农民，是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我们要
力争在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王侠说。

密切联系——

变买卖关系为合作伙伴

记者在西南的苗寨里、在太行的山村
里采访时，很多老农都回忆起，当年买东西
不用出村，供销合作社的“货郎”就会挑着
担子，把毛巾肥皂、油盐酱醋送上门，还能
把村里的瓜果蔬菜挑出去卖。尽管现在物
质丰富了，但农民们还是希望供销社的“扁
担精神”再回来。

这些年，供销合作社虽然通过基层组
织改造，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但总
体上看，供销合作社还没有与农民真正建
立起组织上、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很多地方
的基层社仍然与农民保持着“一买一卖”的
关系，没有真正形成与农民合作的利益共
同体。

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发
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联系农民、点
多面广的优势，积极稳妥开展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试点。按照改造自我、服务
农 民 的 要 求 ， 创 新 组 织 体 系 和 服 务 机
制，努力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民生

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为
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明确了任务、指明了
方向。

那么，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改什么”、
“怎样改”？王侠说：“首先要在密切与农民
联系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创新组织体系和
服务机制，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增强农
民的归属感，将是关键环节改革的第一个
突破点。”

密切与农民的联系，这一改革已在供
销社的基层社悄然进行。河北省廊坊市固
安县的农民遇到生产生活上的问题，第一
个想到的便是供销社。

固安县东红寺乡齐家营村的高树国去
年引进新品种，种植了 6 个大棚的礼品西
瓜。本想打进高端市场，却因高端消费萎
缩而遭遇滞销。眼看着收入就要打水漂，
高树国急忙找到供销合作社，供销社帮助
他找到了经纪人，将他的西瓜顺利销往北
京市场。高树国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几
万元。

固安县供销合作社组织连接着全县
200 多个专业合作社，囊括了种植大户、农
机手、经纪人各种资源，帮助农民解决各种
生产生活难题。

“供销社改革，不与农民合作、不深
入到村里，就如同断了一根线，改不下
去。供销社有网点优势，应该把村里的能
人都组织起来，通过联合合作社建成一个
有机服务体系，走在为农服务的前沿。”
固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张俊
岭说。

供销合作社基层社的改革正在各地铺
开，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共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 97207 个，社团组织 16891 个，参与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2340 个，综合服
务社超 32万个。

创新机制——

搭建社会化服务主渠道

曾长期担负农村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
作社，受传统体制及观念的束缚，往往与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在农
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有些基层供
销社网点人员闲置，经营困难；一方面，由
于青壮劳力进城、农业规模化、专业化、集
约化发展，农村、农业、农民迫切需要组织
有序的社会化服务。

“改造自我，服务农民，打造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主渠道，是供销社关键环节改革
的第二个突破点。”王侠说。

“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打工挣
钱”曾是困扰农民的难题，如今，山东省供
销合作社推行的“保姆式土地托管”全程社
会化服务，破解了这两难选择。

从种植到收获，山东汶上县供销社开
展的“土地托管”业务，打破户与户的界限，
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连片种植，不仅增
加了产量，也增加了收益。“俺和供销社签
订协议，把自家的土地交给供销社。‘托管’
后，无论耕种、打药、施肥，都由供销社负
责。收获时，产量还能增收 10%以上。”汶
上县义桥镇农民王爱荣满怀喜悦地说。

“种什么”、“往哪儿卖”这些曾困扰农
户的难题，大多被供销合作社搭建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化解了。

打破界限——

探索多元化联合发展

“探索上下贯通、多元化市场主体的

联合发展，解决体制上多年存在的‘联合
社不联合、合作社不合作’的问题，是供
销社关键环节改革的第三个突破点。”王
侠说。

河北省供销合作社提出以供销合作社
现有体制为依托，通过组建农民合作社联
合社，构建起贯穿省、市、县、乡的组织
体系。河北省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邓沛
然认为，随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建立，
供销社打破了区域、系统的界限，深度介
入农业经营。

按照“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供销社
主办”方针，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在全省
1960 个乡镇建立起 1853 个新型基层社。
在新型基层社中，农民社员占到 88%以
上，理事会中农民成员占 76%以上，农民
经选举可以担任基层社主任，确立了农民
主体地位。供销社与农民有了组织与利益
联系，经营服务阵地也迅速扩大。

山西省汾阳市肖家庄供销合作社因业
务萎缩曾一度陷入困境。该供销合作社通
过引入农民个人和社会资本 480 万元，扩
充基层社股本 1200 万元，目前已建立起
集体股本占主体的新型股权结构。通过出
资领办农民合作社，吸纳 108 户农民入
股，实行二次返利，每年助农增收 100 多
万元，真正与农民形成了共存共赢的利益
共同体。

如今，肖家庄供销合作社已经拥有 5
个股份制公司、20 个村级便民连锁店，
外加农资市场、配送中心等资产总额已达
1.2亿，所有者权益 6100万元。

今年 4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河
北、浙江、山东、广东四省供销社开展供
销合作社改革试点。截止到目前，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已发展各类乡镇基层社 2.2
万个。

改造自我 服务农民

供销社携手“三农”再出发
本报记者 刘惠兰 杜 芳

新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如何探索和创
新，才能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
和综合平台？

创新模式 产销对接

近年来，频繁波动的市场行情，让不少
农民吃尽苦头。比如近年价格大起大落的
大蒜、生姜，不仅催生了“蒜你狠”、“姜你
军”等新名词，也让不少农民损失惨重。农
民生产与销售脱节，不了解市场行情，以致
盲目扩产、盲目减产。

谁来指导农民怎么做？供销合作社
的网络覆盖城乡，直接连接着供与销的两
端，最了解市场供求趋势，最有优势为农
民提供服务，指导农民合理生产。创新经
营模式，打造新型综合服务平台是供销合
作社深化改革的要务。

河北省康保县供销社立足当地蔬菜发
展优势，以顺达农资产品购销公司为龙头，
创建了康保县蔬菜行业协会，拉动发展无
公害标准化蔬菜产业，为农民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全方位系列化服务。到目前，全县
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发展到了 28 万
亩，蔬菜总产量突破了 4300万吨。

卖难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农户。河北
省农副产品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农民与

市场对接困难，农产品“卖难”、“买贵”问题
一直存在。2013 年 7 月，河北省供销合作
总社与省内 67 家农副产品龙头企业签约，
开通了河北省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中心，
又与工商银行等 7 家专业银行总行结算系
统联网，与顺丰等 6 家物流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实现了网上交易、即时结算、配送到
门，既安全又方便。

据该交易中心总经理刘玉楼介绍，在
此注册交易的各地批销商达 8278 家。农
民根据交易中心在网上即时发布的市场
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实行订单种植，不再
担心产品卖难，农民在家不用出门就可以
挂单成交。

组织农户 联手拓市

供销合作社的传统业务是农资供应、
农产品销售。但在改革实践中，不少地方
供销合作社已深入田间，领办农民合作社，
直接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联手
拓展市场，深受农民欢迎。

“多亏了县供销合作社为我们领头，现
在我们食用菌生意越做越大！”河北省灵寿
县狗台乡南朱乐村农民李俊九说。李俊九
还是该县冀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他说，以前灵寿县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有十

多家，生产上各自为战，销售上相互杀价，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2011 年，县供销合作
社牵头，将全县 7 个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联
合起来，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社员涉及 8 个乡镇、60 多个村的 6000 多
户农民。联合社采用统分结合的经营方
式，即在生产中各自独立经营，在规划、技
术、储藏、销售及提供菌种等方面实行统一
管理。产品畅销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年
助农增收 6000余万元。

据了解，像灵寿县供销合作社这种直
接参与组织生产、与农民联手拓展市场的
成功范例，在全国有很多。仅河北、辽宁两
省，供销合作社通过资产联结、产销对接、
业务指导等方式，就发展了农民合作社
8118个。

金融合作 雪中送炭

秋播开始了，浙江省永嘉县枫林镇农
民林水强手头有点紧，没钱买化肥。但林
水强并不着急，因为他刚刚申请了无抵押
互助贷款，马上就能拿到 2000元现金。

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农民
需要投入。但由于农田、农房不能做贷款
抵押，资金不足、贷款难长期困扰着广大农
户，制约着农业的转型发展。

在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上取得实质性突
破，这是供销合作社改革的一个重要突
破口。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在管
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
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
金融”。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供销合作社面
临难得的政策机遇。最近几年，浙江、山
东、河北等地已经作了积极探索，也积累了
一些成功经验。

浙江省永嘉县供销合作社创办了农村
资金互助会,以农业专业合作社会员自愿
注资“资金池”互助形式，实现会员无抵押
互助贷款。互助会吸纳和发放资金限制在
本互助会会员内进行，筹集资金上限不超
过 5000 万元，只为合作社成员发展农业
生产提供帮助。截至目前，全县共开业农
村资金互助会 7 家，累计投放互助金 125
笔 1211万元，惠及农户 375人。

供销合作社开展金融合作服务，关键
是扎根农村，不能脱离农民，加强风险管
控，核心是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不对
外吸储和放贷，严格防范和控制风险，就能
实现良性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供销合作社在建
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服务农民
生产生活中，可施展的空间真的很大！

为农民服务的综合平台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调研

本报记者 刘惠兰 黄俊毅

在湖北通城县沙堆镇供
销合作社的农家超市门口，
村民吴爱国对记者说：“过
去，大件商品都要到县城去
购买，现在，有了农家超市，
家门口就可以放心购物，方
便又实惠。”

长期以来，农村流通网
络建设滞后，商品流通不畅，
农民购物不方便、不经济、不
安全导致的“卖难”、“买贵”
问题一直存在。为此，供销
合作社系统在改造传统经营
网络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
现代流通经营服务网络工程
建设，重点围绕农资、农副产
品、日用消费品和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等建设农村现代流
通服务网络，惠农效果日益
凸显。

河北省供销社投资建设
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公司，为
全省农产品交易提供了跨区
域交易的大平台。目前，该
平台拥有现货即期、网上批
发、招标拍卖等多种交易功
能，并在环渤海等 4 个区域
和全省地级市设立运营分中
心，交易商涵盖全国 31 个省
区 市 ，日 交 易 额 达 到 5000
万元，实现了“全省一张网、
共同闯市场”。

辽宁省供销社大力推进
鲜活农产品配送体系和销售
网络终端建设，较好实现了
农民“菜园子”与市民“菜篮
子”的有效对接。沈阳市供
销社组建专业农产品物流公司，以直采直销形式，
推动农产品直接从基地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
进企业、进军营。

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对农资供应的新需求，广
东省供销合作社以天禾农资公司、天润农产品公
司等流通企业为龙头，改变传统的“一买一卖”经
营模式，拓展服务领域，延伸经营链条，建起了全
方位服务的农资流通网络。天禾农资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公司成立了 380 人的专业农技服务队
伍，常年活动在田间地头，落实农资“最后一公里”
服务。比如在全省率先开展大规模的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实现了“省药、省力、省钱、增产”的效
果，广受农民欢迎。

中农集团强化农资上游资源掌控，并推动销
售网络下沉到乡村、直至田间地头，在 14 个省区
建设了 5000 多家小型农资合作社和 2000 多家农
药标准店，巩固扩大了市场份额，提高了为农服务
能力。

供销合作社统一配售的农资供应已经成为农
民信赖的“金字品牌”。在全国农村市场，通过直
营、加盟、资本联合等方式，供销社系统在全国各
地建立了众多农资配送中心和农资连锁经营店。
据统计，供销合作社农资销售已占全国市场份额
的 68%以上。

同时，在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建设中，各级
供销合作社大力实践自营大中型超市、粮油连锁
超市、社区小型超市等连锁终端建设，统一物流配
送、统一销售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等现代流通格局
逐步显现，农民“买难卖难”大为缓解。

目前，供销合作社已走出“三尺柜台”，引进现
代流通模式，着力打造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
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用品四大现代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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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台山市供销社引导农民种植的黑皮冬瓜

喜获丰收。 龚 晓摄

河北省固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种植基地里

广种粮食、蔬果、花卉等各类农产品，努力探索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种植模式。图为固安县供销合

作社指导农民培育的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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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产 销 关 系 。

图为产销对接

的供销社连锁

超市。

李玉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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