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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orienta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bes into the idea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operativ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to drive farmers to union and market, and unite other cooperatives,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family farms to promote economies of scale,
economies of scope and network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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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产业融合及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定位，剖析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
村振兴中的功能及发展瓶颈，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型升级的思路，提出针对不同发展程度合作社转
型升级的路径，发挥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走向联合、走向市场，联合好其他合作社、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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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增进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效应。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型升级，乡村振兴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构建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作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
在健全农村产业化体系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业社会化的服务水
平。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延伸价值链等方式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促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发展的重要纽带。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者说是无可挑剔的，亦存在着诸多
问题去解决。本文基于此试图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清晰定位，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探
究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型升级的路经。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定位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
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农
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融合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兴旺、乡村振兴。近些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有效地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农业生产价值
链的延伸，这不仅带来的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农民的增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
和专业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既有利于保持单个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优势也能够克服
单个农户家庭的局限性，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通过提供各类服务搭建平台带他们走向
市场的重要载体，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另外，家庭农场及龙头企业通过与农民专业合
作社有机连接实现了优势互补，完善了竞合关系，提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整体效能，激发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普通农户之间加强网络链接关系，增强对“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乘数效应。总的来说，合作社不仅是推动农业复合型经营、多元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促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对贫困地区而言，合作社也是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1]。

3.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现状及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兴起到如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过程也逐
渐暴露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不利于规范化发展以及转型升级。首先
体现在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认知上问题。一方面农户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认识不清，不知该如何正
确看待，也不知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发挥自身作用，另外一方面发起人对于合作社理解不够深刻，缺乏一
定的大局意识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逐渐偏离初衷，目前不乏少数的合作社存在套取国家政策优惠，名
不副实虽在少数但是影响恶劣，而且合作社的发展具有短视效应，过分关注实际利益的获得忽略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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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及综合效益。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也很难对农民增收有所帮助，当然我们也不得不
承认乡村干部对合作社的发展未能制定切实且可行的发展规划；其次在实际操作过程存在诸多问题。①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资源整合方面力度或者成效不够。价值的延伸于扩展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尤为
重要，但是实际操作中合作社很难实现生产、深加工再到品牌的推广与销售长产业链的整合，而是在某
一环节或者某几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整合，这样一来很难实现提升整体的竞争水平也很难保证产品的有效
增值。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够整合农户的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农户是合作社发展的核心，农
户的专业的教育培训不够是严重制约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仅关系到物质资源的整合，更重要
的是关系到合作社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合作的水平，如果成员不断走向异质化，那合作社的功能和地位将
走下坡路。② 合作社的治理困境限制了合作社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合作社内部合作社根据交易获利的状
况对于利润进行分配，但是合作社中诸多资产界定不清，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情况，这样话付出更多的
成本的人或组织积极性会降低不利于合作社长效健康发展。现有的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还未能充分调动
和开发普通户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真正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好局面。除此之外，合作社的在其他
具体实践中也缺乏规范运行准则内部控制很难实现。最后在处理外部连接时，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还不
够健全，合作社议价与谈判能力还不够，资本的升值空间狭隘。③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人力资源的质量普遍不高，在专业技术能力方面还存在欠缺，很难提供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或服务，而且所经营的领域也很局限。最后，在外部环境上，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扶持手段单一无法解合
作社实际之需，毕竟单一的资金补助解决不了技术、管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另外对于合作社的相关法规
政策的不健全制约合作社的规范发展，部分法律法规的空白和操作性不强不仅使得合作社的发展无法可
依，有法难依，也会使合作社陷入窘态。

4.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转型升级的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禀赋差及其他综合因素使得各个合作社的发展层次不一，这也就警惕我们转型
升级不能一概而论，要采取精准的措施有针对性的实施。合作社的转型升级是使其在三农问题、乡村振
兴战略中持续发力的重要的一环，所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转型与升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本文认为
转型升级应该从主体融合、产业融合的角度出发，根据合作社实际发展规模层次来确定转型升级的路径，
所以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合作社的清晰定位。当然，这种路径的具体实施要结合实际，并
不能照搬照抄，不能简单地以为套用某些地区的成功案例就可以实现成功转型，因为没有所谓好坏的路
径，只在于适不适合自身的发展实际。根据合作社的发展规模来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型升级路径。
1) 小规模合作社的专业联合。小规模的合作社存在专业化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不高、抵御风险的能
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够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小规模合作社可以通过专业性的联合。
合作社的专业联合首先要依靠专业化的人才来引领，否则面对“精英人才”领导的合作社的竞争还是没
有优势，所以要加强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其次整合各个专业领域的优质资源，实现优中取优，再次对于
整合的小规模合作社要培养专业联合的认同感与发展理念，这有利于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单个小规模
的合作社能力、资源有限，通过专业联合建立和壮大现有的社会网络，整合各种资源以提升整体的实力，
使之更好地提升在经济网络中的竞争力。除此之外，小规模的合作社更需要来自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来克
服发展的难题。小规模合作社的专业联合是其转型的重要出路，在壮大和繁荣发展之前必须要有专业做
保证，否则也是无本之木，难以永续发展[2]。
2) 初具规模合作社的产品联合。在合作社的发展初具规模时不乏存在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专业
化水平及产品的质量都过硬但是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的占有率仍然差强人意的合作社大有存在。在初具
规模合作社的联合路径下，生产同类产品的合作社进行联合打造区域品牌，整合各个合作社掌握的最新
DOI: 10.12677/ass.2019.86146

1066

社会科学前沿

夏冉冉

的市场信息，弱化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局面。另外对于良莠不齐的产品质量的问题，各个合作社要坚决
抵制，避免影响品牌形象。各个合作社在约定合作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利益协调，遵守承诺
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更好地为农民增收、产业振兴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3) 已具规模的专业合作社的产业融合。这类合作社在专业领域及规模上发展都较为成熟，但是由于
资源禀赋及潜力挖掘上具有差异，所以整体的效益水平不高。在合作社的产业融合的路径下，这类合作
社通过向前和向后的产业链的延伸整合有效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市场资源，形成系统的合作社的战
略同盟以实现强强联合，这样一来能够使各个合作社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等，提升整
体的效益水平。这类转型升级打通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壁垒，丰富了产业融合的发展内容，使得合作社
真正实现生产、深加工、品牌开发、市场拓展、贸易流通等环节协同治理与发展。
实际上，任意一种合作社的转型升级路径都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合作与融合，无论是家庭农场还是龙
头企业都与合作社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因为农村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三者在农业创新驱动、引领农户、
补短板中的相互协作，共同成长。转型升级应当是合作社未来一段时期内努力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辐射带动能力，同时也能更有质量地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
从而促进产业融合与兴旺，这不仅是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更是在助力乡村振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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