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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要靠发展新业态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课题组

发展新业态要重视经营主体带动作用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课题组

调查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电子商务平台等新业态参与度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且电商销售金额可观。发展农业新业态，会促使农业经营主

体减少农药投入，增加农膜和劳动投入；能使经营主体获得更多收入，且对产品品质追求有所上升。目前，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生态循环生

产模式概率最高。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参与农业新业态生产方式的概率越大。影响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的因素各有不

同，如对电商的参与程度更易受新技术采纳能力、政策认知情况、区位因素和主体类型影响。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产业
分工不断细化，传统的农业产业、行业概念难以描述这
种发展状态，于是，业态一词被引入农业经济研究中。
农业新业态是现代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产业创新
与融合而产生的不同于传统业态的农业新型产业形态。
当前农业新业态的“新”，最突出特征表现在技术进
步、农业多功能拓展以及新要素价值凸显。

新型主体参与新业态程度高于普通农户

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对休闲观光农业、电
商销售以及生态循环生产模式三种新业态的参与程度发
现，虽然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程度还
不高，但无论参与度还是销售额均远高于普通农户。

2017 年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179家，占总样本的6.12%。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比重较低，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
过休闲农业获得的销售金额已经有相当规模。在所调查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平均销售金额为 14.25 万元。
在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休闲观光农业参与程度从
高到低依次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概率最高，西部地区次
之，中部地区最低。

2017 年参与电商销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348
家，占总样本的 11.92%。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参
与电商销售的比重不高，但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获得的
销售金额可观。在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平均
销售金额为 26.07 万元。在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电商销售参与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相比而
言，普通农户参与程度最低。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电商销售的概率最高，东部地区次
之，中部地区最低。

2017 年参与生态循环生产模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214家，占总样本的7.44%。参与生态循环生产模
式的农户有8户，占农户总样本的1%。在所调查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中，平均销售金额为15.08万元。在四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电商销售参与程度从高到低依次
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养大户。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
与生态循环生产模式的概率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
地区最低。

参与休闲农业受负责人教育水平影响大

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户参与休闲观光
农业、电商销售、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农产品加工、有
机农业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
人多为中年男性，文化程度不高且大多不信仰宗教；大
多没有外出务工、参军或担任干部经历；未接受过非农
职业教育；对新鲜事物（新品种、新设备、新技术）有
一定接受能力，但缺乏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的强烈意
愿，因而对相关政策了解较少。因此，在农业新业态
发展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偏好农产品加
工业。

调查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受教育水平越
高，对参与农业新业态的抵触情绪越低；接受的新事物

（新品种、新设备、新技术） 越多，参与农业新业态生
产方式的概率越大；不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新
业态相关扶持政策并不敏感。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
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概率较低，其
中，中部地区参与概率降低幅度尤为显著；与农户相
比，家庭农场与种养大户参与农业新业态概率较高，其
中，家庭农场概率增加幅度最为显著。

分经营形式看，在负责人受教育水平、接受新事物
能力、区位因素、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和政策认知情况等

5个影响因素中，休闲观光农业的参与程度更多受负责
人教育水平影响；电商销售的参与程度更多受新技术采
纳能力、政策认知情况、区位因素和主体类型影响；生
态循环生产模式的参与程度更多受新事物采纳能力和区
位因素影响；农产品加工业的参与程度更多受主体类型
影响；有机农业的参与程度更多受新技术采纳能力和主
体类型影响。

参与新业态有助减少农药投入

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休闲观光农业、电
商销售、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农产品加工、有机农业的
参与情况对自身农业生产影响分析发现，尽管农业新业
态参与情况对总投入的影响不一，但显而易见的是，参
与农业新业态会促使农业经营主体减少农药投入，增加
农膜和劳动投入。

农业新业态参与情况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
投入金额的影响并未呈现统一趋势。就合作社而言，未
参与农业新业态的亩均农业生产投入仅次于电商销售的
生产方式；就粮食作物来看，无论参与何种农业生产经
营行业，家庭农场亩均农业生产投入均高于种养大户，
普通农户最低；就经济作物来看，总体上家庭农场亩均
农业生产投入高于种养大户，普通农户最低。但是，就
不同生产经营行业具体而言，这个趋势并不一致，普通
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亩均农业生产投入最高，家庭农场
和种养大户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亩均农业生产投入

最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经营会减少亩均

农药投入。从经营形式看，仅有休闲观光农业和电商销售
的亩均农药投入高于未参与农业新业态的经营主体。从
作物上看，经济作物亩均农药投入远高于粮食作物。从主
体上看，种植粮食作物时种养大户亩均农药投入略高于家
庭农场，远高于普通农户；种植经济作物时恰好相反，普通
农户亩均农药投入最高，其次为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最低。

参与农业新业态生产会增加亩均农膜投入。分不同
作物来看，粮食作物种植大多不需要使用农膜，经济作物
亩均农膜投入较高。分不同主体来看，合作社亩均农膜
投入最高，在种植粮食作物时，家庭农场亩均农膜投入高
于普通农户，种养大户最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普通农
户亩均农膜投入略高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最少。

参与农业新业态会增加经营主体工作量，即每亩土
地要投入更多劳动。在种植粮食作物时，家庭农场参与
休闲观光农业、种养大户参与电商销售、普通农户参与
休闲观光农业和电商销售时，所需投入的劳动最多；在
种植经济作物时，家庭农场参与生态循环生产模式、种
养大户参与休闲观光农业、普通农户参与有机农业时，
所需投入的亩均劳动最多。在经营畜牧产品时，种养大
户在农业生产中需要投入的劳动比家庭农场多，普通农
户这种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所需劳动最少。但是，在经
营其他产品时，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中需要投入的劳动
比普通农户多，种养大户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所需劳
动最少。除了普通农户和种养大户经营其他产品时从事

农产品加工的劳动投入最多外，在其他情况下，各主体
参与生态循环生产模式时需要投入的劳动量最大。

参与新业态能提升品质与收入水平

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休闲观光农业、电
商销售、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农产品加工、有机农业的
参与情况对自身农业生产产出方面的分析发现，参与农
业新业态使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了更多收入，且对产品品
质的追求有所上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会提高收入水
平。从不同的创新农业经营形式看，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养大户和涉农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的收入最高，
从事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和有机农业的收入较低；普通农
户从事休闲观光农业的收入最高，从事农产品加工的收
入最低。

参与农业新业态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品品质
的追求有所上升，具体表现为参与农业新业态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拥有农产品认证、自有品牌和注册商标的平
均数量都较高；但是，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农户而言，
参与农业新业态经营反而会减少其农产品认证数量。

新业态需与“绿色兴农”进一步结合

根据调查结果，本报课题组建议，首先，各地应结
合自身区位因素与资源状况，发展适合当地特有情况的
农业新业态经营方式。根据农业新业态自身情况与本报
告中各区域对农业新业态的偏好情况来看，东部地区适
宜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西部地区适宜发展生态循环生产
模式、有机农业、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这种方式的
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一方面，这种选择是在当地资
源分布情况、交通运输情况、生物多样性情况、自然变
化情况等因素影响下作出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当地农
业经营主体多年来探索的可持续经营形式。

其次，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应发展适合自身特点的农
业新业态经营方式。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之所以选择不同
种类的农业新业态经营方式，同样也是一个市场选择的
过程。负责人受教育程度、对政策认知情况和对新事物
采纳能力显著影响着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休闲观光农业、
电商销售、生态循环生产模式和有机农业 4 种经营形
式，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也显著影响着电商销售、农产
品加工业和有机农业经营。因此，在负责人考虑是否经
营农业新业态、经营何种农业新业态时，首先对自身要
有较为全面深刻的认知与评价，并以此为参考，选择适
宜自身发展的新业态形式。

再次，农业新业态发展要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的“绿色兴农”要求以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求进一步结合。发展农业新
业态有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因而会促使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新业态经营。尽管参与农业新
业态具有降低化肥和农药投入、提高农产品品质的作用，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膜投入，这不利于实现农业
绿色发展“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
业模式生态化”的要求。因此，需推进废弃农膜回收和
再利用，有效减少农
膜使用量。同时，还
要进一步推动有机肥
替代化肥、畜禽粪污
处理、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和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行动，进一步
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
量，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真正实现“一手
抓经济发展，一手抓
生态文明，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

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休闲观
光农业、电商销售以及生态循环生产模式
三种新业态的程度远高于农户，销售额也
远高于农户。这表明，发展农业新业态离
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

作为农业新业态重要形式之一，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目前已成为乡村产业
新亮点。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负
责人表示，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接待人次超过30亿，营业收入超过
8000亿元。《报告》显示，2017年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参与休闲观光农业的销售额
已初具规模。这一农业新业态不仅将乡
村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农民增
收，同时也使得乡村风景更加亮丽，乡
土文化得以弘扬。截至今年2月份，我国
已创建388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 （市），推介 710 个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农村电子商务也是农业新业态发展

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
猛，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农村网
络零售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305亿元，同
比增长33.8%；农村网络销售吸纳了2800
万农民就业。《报告》显示，2017年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获得的
销售金额较为可观，在所调查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中，平均销售金额为26.07万
元。农村电商为农产品上行开辟了新通
道，为农民增收致富拓展了新空间。

发展生态循环生产模式也是新时期
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选择。近年来，我国
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农业保供给、保收入、保安全、保生
态压力越来越大，农业发展已经到了必须
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发展畜
禽粪污清洁技术、秸秆能源化利用及还田

利用等生态循环农业，有利于延伸农业产
业链，提升整体效益。然而，我国生态循
环农业在各地发展尚不均衡，总体参与程
度不高。《报告》显示，西部地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及农户参与生态循环生产模式
的概率最高，为8.57%；东部地区次之，为
7.72%；中部地区最低，仅为3.52%，地区间
差距较大且参与程度不高。

为进一步壮大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拓
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未来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一是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
领带动作用，引导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积极
参与农业新业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产业创新、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等方
面比传统农户更有优势，未来应进一步发
挥其带动作用，力争在全国各地形成以龙
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为主，广大传统农户农民
广泛参与的融合发展格局。

二是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作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我国
农业新业态尚处于发展阶段，依然需要
政府从政策上对农业新业态发展给予支
持。建议对农业新业态发展给予适当财
政支持，鼓励各地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
式，探索以奖代补、财政贴息、财政资
金入股等扶持方式。同时，加大对农业
新业态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财政
投入力度，做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政府支持工作。

三是建立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保障农民利益。鼓励以“公司+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
形式，建立入股分红、多次返利等紧密型
利益联结机制。建议各地因地制宜探索
更完善的利润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各参
与主体积极性，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
比例上限，切实保障农民收益。

（执笔：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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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项目由经
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负责总体组织与协
调，中国人民大学负责调查设计。2016年至2017
年开展了该项目第一期调查，内容涵盖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其基本情况、经营绩
效、发展前景等方面深入调查，共计获取样本
5191个。2017年至2018年第二期调查在第一期抽
样基础上，从已有的5191个样本中抽取3000个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追踪回访，并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所在地区选择一定数量普通农户调研，以形成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照。

调查通过科学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
管理手段保证调研数据。两期调查均根据调查问卷
专门开发了APP应用软件，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运用
了GPS定位、录音和拍照等技术手段，调查地点涉
及23个省（区、市）。

本报综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两期数据，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发展状况、融
资、土地流转、新业态、产品品质、社会化服务、
精准扶贫七个方面对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发展状况展开系统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