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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land circulation, large-scale farmers are becoming main management units
of China’s land; finding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large-scale farmers and
looking for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farmer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fficient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food safe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80
households in 16 villages from 8 different towns located at 4 different counties of Jianghan Plain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farmers in the
rice-growing areas of souther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small-scale farmers is still large, the number of medium-sized farmers has increased rapidly,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large farmers are promising. 2) Howev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farmers
is currently facing many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not perfect land transfer market; weak
technologies for scientific farming, reasonable fertilization and symptomatic disease prevention;
poor drying and baking (dry) conditions; lack of grain barns; high selling pressure; limited financing capacity for expanding reproduction. 3) Establishing a land transfer market based on
township level, enhancing the service awareness and level of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service stations, opening crop-selling green channels for large-scale farmers, setting special funds for crop
drying equipment and barn construction, guiding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o provide more money for large-scale farmers, adjusting the existing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focusing on financing areas and farmers that really produce food for the country and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land remedi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large-scale farmer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farm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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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深入，大农户正成为我国土地的主要经营单元，及时洞察大农户发展过程的问题，
寻找助力大农户健康发展的对策，对我国农地的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湖北省江
汉平原4个县(市) 8个乡镇16个村48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南方稻作区大农户的健康发展问题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 现阶段小规模农户家庭数量仍然较多，而中等规模农户数量迅速增加，已成
为农地利用最重要的经营形式，大农户发展前景看好；2) 但是，大农户的健康发展目前面临“土地流转
市场不完善，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对症防病虫害的技术薄弱，晒(谷)烘(干)条件差、储粮谷仓缺失、
售粮压力大，扩大再生产的融资能力有限，惠农政策激励作用有限”等突出问题；3) 建立基于乡镇一级
的土地流转市场，提升基层农机服务站的服务意识与水平，开设大农户卖粮绿色通道、实施粮食烘干设
备与谷仓建设专项资助，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向大农户倾斜，调整现有惠农政策并重点资助真正
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地区与农户，探索基于大农户用地需求的土地整治新模式，有助于我国大农户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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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 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定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就农业土地
经营规模而言，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土地承包中的平均化倾向，形成了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实体的超小
规模经营格局。我国农户家庭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仅为 0.53~0.63 hm2，远小于美国、西欧各国的家庭农
场规模，比日本农户的 1.1 公顷土地经营规模也要小，而且地块零碎，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被平均分割
为 9.7 块，使土地实际经营规模比户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规模更小[1]。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第二轮承包，
由于延续了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的原则，农地小规模经营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
模经营克服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制度下的“大锅饭”弊端，在短期内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
高了农业生产力[2]，农业产量因此增长了 20%~30% [3]。然而，随着农村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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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经营的一些固有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式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中国农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选择[4]。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农业与农地利用的边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劳动力
从土地上大量析出，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粗放经营与弃耕撂荒现象严重[5]。为应对这种新的变化，进行土
地利用制度创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近年来，我国政府又出
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分散的农地正在不断集中，土地经营的组织形式正在
迅速变化，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我国农地利用制度创新的关键，大规模农户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土
地利用的主流经营形式[6]。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大农户能否健康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农
户增收与乡村富裕，而且关联国家的粮食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我国农地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进
程，及时洞察并有效应对大农户发展面临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我国传统商品粮生产基地——
湖北省江汉平原为研究对象，通过农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影响我国大农户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 案例区概况
江汉平原地处于长江中游，湖北省的中南部(图 1)，它西起宜昌市枝江县，东迄武汉市，北至荆门市
的钟祥市，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约 4.6 km2，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地势
平坦，土壤肥沃，光、热、水资源充足，具有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是湖北省最集中的水稻种植区，播
种面积高达 63.4 万 hm2 [7]，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与湖北省的传统“粮仓”，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
水稻生产基地之一。但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本区劳动力外流速度加剧，“三农”问题严重，
区域粮食生产能力出现明显的波动与下降[8]。近年来，在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尤其是土地“三权”
分离制度与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本区的农地经营组织形式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并将对区域的粮食生产
产生重要影响。江汉平原农区的这种变化在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将重点考
察稻作区规模农户的发展情况，揭示水稻生产规模农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为我国南方稻作区
大规模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3.1. 村组走访与农户调查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我们通过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在江汉平原农区选取 4 个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江汉平原及调研区在湖北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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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县(市)，每个县市区选择 2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 2 个典型村组进行走访调研。调研分两步进行，首
先，通过村组长的座谈会了解村组土地利用变化整体情况，收集大农户发展与村组相关统计数据；然后
将调研队伍分成 5 个小组，每组 2 人，通过入户或者入田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式访谈，单个农
户谈话时间约 1 个小时左右；调研问卷涵盖“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地利用变化、主要粮食作物土地利
用方式与利用程度、大农户土地经营状况，大农户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大农户的政策期待”等内容。
2016 年 8 月，调研小组对研究区内的 16 个村组 500 个农户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480 份，占全部问卷的 96%。

3.2. 农户调研数据特征描述
此次走访调查的 480 个农户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的 4 个县市(表 1)，其中监利县 150 户、潜江 119 户、
石首 109 户、仙桃 102 户；受访者以中老年为主，平均年龄 55.31 岁，文化程度以小初水平为主，平均
接受教育的年限为 6.53 年。480 个农户家庭的农地面积共有 434.87 hm2，户均农地面积为 0.91 hm2，但
县市之间差异明显，石首市样本农户农地面积最大，为 1.34 hm2，其次是监利 0.96 hm2、潜江 0.77 hm2，
最小为仙桃 0.52 hm2。480 个农户家庭共有 2442 人，其中劳动力 1649 人，在家务农劳动力 883 人；户均
人口数为 5.09 人。
Table 1.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peasant household
表 1. 样本农户数据特征
样本县
(市)

农户数
(户)

家庭平均人口
(人)

农地平均规模
(hm2)

劳动力总数
(人)

实际务农劳动
力(人)

受访者平
均年龄

受访者平均
受教育年限

监利

150

5.99

0.96

573

269

53.68

6.54

石首

109

4.81

1.34

382

208

53.91

6.25

潜江

119

4.51

0.77

362

216

55.89

6.55

仙桃

102

4.73

0.52

332

190

57.75

6.76

总计

480

5.09

0.91

1649

883

55.31

6.53

3.3. 规模农户的确定
在我国农地利用与管理过程中，走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9]，但到底多大规模
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规模”，什么样的农户才是“大农户”，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知。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辛良杰、李秀彬与朱会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东北地区(吉林省)农户经营
的适度规模以 30 亩为宜[10]。南水水稻种植区的情况不同于北方地区，农户的适度规模与大农户的标准
宜因地制宜分析。为此，本文根据本区农户家庭水稻种植的实际面积，结合农地流转(转入与转出)情况，
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 480 个农户样本进行分类，得到如下聚类结果(表 2)：
Table 2. Cluster results of peasant household’s land use scale
表 2.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聚类分析结果
分类

小规模农户

中规模农户

大规模农户

农地利用规模(hm2)

0~0.61

0.61~4.10

4.10~29.5

样本数(户)

268

201

11

户均用地规模(hm2)

0.31

1.32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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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类，小规模农户。这类农户有 268 户，种植规模在 0.61 hm2 以下，平均种植规模为 0.31 hm2，
多数家庭有“土地转出”行为，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农地面积不增反减，土地利用以传统小家庭经营模
式为主；第 2 类，中等规模农户。这类农户有 201 户，种植规模介于 0.61~4.10 hm2 之间，平均种植规模
为 1.32 hm2，多数家庭有“土地转进”行为，家庭实际经营农地面积明显扩大，但仍以家庭经营模式为
主；第 3 类，大规模农户。这类农户较少，只有 11 户，种植规模在 4.10 hm2 以上，平均用地规模为 7.94
hm2，最大规模达到 29.5 hm2，土地有“大规模转进”现象，农地经营出现“家庭农场(企业)”特征。
尽管案例研究区中等规模农户实际经营的平均农地面积还只有 1.32 hm2，低而“2 hm2 的适度规模”
标准[11]，考虑到这些农户家庭均有土地转进与实际经营规模显著扩大的特征，可以认为这些农户正处在
大农户发展的初级阶段，据此本文将聚类结果中的“中规模农户”与“大规模农户”统称为“大农户”；
大农户的总样本数为 212 户。

4. 结果分析
4.1. 案例区大农户的发展现状
4.1.1. 小规模农户家庭数量较多，但中大规模农户迅速增加，且已经营着本区 81%的农地
从规模农户的类型来看(表 3)，调研区的小农户有 268 户，占总样本数的 55.83%，是数量最多的经
营单元；中等规模农户已达 201 户，占总样本数的 41.88%，增长较快；大规模农户只有 11 户，仅占总
样本数的 2.29%，真正的大农户数量较少。比较三种不同类型农户实际经营的农地面积发现，268 户小农
户家庭实际经营的面积为 82.90 hm2，只占总面积的 19%，而中、大规模农户经营的面积分别有 264.98 hm2
与 87.29 hm2，占总样本的 60.93%与 20.07%；可见，本区 8%的农地已由中大规模农户经营，中规模农户
已成为农地利用最重要的经营组织。
Table 3. Land use scal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easant households in 2016
表 3. 2016 年调研区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实际利用规模比较
对象 Object

农户数(户)

占比(%)

面积(hm2)

占比(%)

小农户 Small farmers

268

55.83

82.60

19.00

中等农户 Medium-sized farmers

201

41.88

264.98

60.93

大农户 Big farmers

11

2.29

87.29

20.07

总样本 Total

480

100

434.87

100

4.1.2. 整体看，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粮食的商品率均有显著提
高，但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目前偏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土地生产率是反映土地生产能力的指标，一般用一定时期内(多为一年)的单位土地面积出产的产品数
量或产值表示。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
劳动生产率水平一般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
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粮食商品率是出售的粮食(商品粮)数量与粮食总产量之比，是衡量提供商品粮
数量的指标，可以反映粮食商品化的程度。
比较三种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效率发现(表 4)，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与粮食的商品率均随着农地经营规
模的扩大而显著提升，分别从小农户的 859.97 kg/人与 58.75%，提升到中规模农户的 4746.42 kg/人与
89.48%，再提高到大农户的 15,226.32 kg/人与 95.94%，中、大规模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小农户的 5.52
倍和 17.71 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等以上规模农户的机械化作业程度更高，劳动生产更有效
率，其为国家生产的商品粮也更多。而从农户家庭的土地生产率来看，本区中规模农户家庭的土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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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达到 10,311.51 kg/hm2，小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次之，为 8698.34 kg/hm2；而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
为 8166.87 kg/hm2，低于中、小规模农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大农户的田间管理不精细与物质投
入不足有关，也预示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Table 4. Survey of sample farmers’ productivity in 2016
表 4. 2016 年样本农户生产率概况
对象
Object

土地生产率(kg/hm2)
Land productivity

劳动生产率(kg/人)
Labour productivity

粮食商品率(%)
Grain commodity rate

小农户
Small farmers

8698.34

859.97

58.75

中等规模农户
Medium-sized farmers

10,311.51

4746.42

89.48

大农户
Big farmers

8166.87

15,226.32

95.94

4.1.3. 大农户还有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的强烈愿望
从农地规模扩大意愿来看(表 5)，无论是小农户，还是中、大农户，持缩小用地规模态度的农户比例
均较低，介于 9%~18%之间，而持扩大用地规模意愿的农户比例，小农户达到 42.16%，中等规模农户达
到 47.26%，大农户的比例高达 81.82%。进一步考察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意愿发现，持减小投入态度的
农户均较少，54.55%~65.29%的农户持维持现状的态度，有 29.10%的小农户、39.80%的中农户与 45.45%
的大农户持增加投入的态度。由此可见，扩大用地规模是本区农户的主流意愿，而且规模越大的农户其
扩大意愿越强烈。多数农户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态度、增加土地投入的主要原因是本区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灌溉方便，农地机械化作业条件较好，农户种粮有较好的经济收益。由此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只
要种田有较好的收益，本区不会出现“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二是本区规模农户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Table 5.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roduce
表 5. 农户生产意愿
小农户

项目

规模意愿

投入意愿

中等农户

大农户

户数(户)

百分比(%)

户数(户)

百分比(%)

户数(户)

百分比(%)

缩小

48

17.91

30

14.93

1

9.09

维持现状

107

39.93

76

37.81

1

9.09

扩大

113

42.16

95

47.26

9

81.82

减小

16

5.97

11

5.47

0

0

维持现状

174

64.93

110

54.73

6

54.55

增加

78

29.10

80

39.80

5

45.45

4.2. 规模农户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政策建议
4.2.1. 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农户的迅速发展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大农户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调研区的情况来看，本区中等以上规模农户
的形成多是在自家承包地的基础上，通过“代耕亲朋土地”、“租赁农户土地”和“租赁村集体土地”
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的(表 6)。其中，61 户(占总户数的 28.77%)是通过“代耕亲朋好友”方式扩大家庭经
营规模，106 户(占总户数的 50.00%)是通过“农户私人租赁”方式扩大经营面积，通过“村集体租赁”
的农户有 45 户(占总户数的 21.23%)。两项“租赁”方式合计占到总户数的 71.23%，是本区农户扩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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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规模最重要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对规模农户的健康发展就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Table 6. Investigation on farmland leasing of large farmers in research area
表 6. 调研区大农户农地租赁情况
农户土地来源

自有承包地

代耕亲朋土地

租赁农户土地

租赁村集体土地

户数/比例(%)

212/100

61/28.77

106/50.00

45/21.23

租赁协议

没有协议

有口头协议

有正式协议

户数/比例(%)

7/3.30

193/91.04

12/5.66

租赁期限(年)

1~2 年

3~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户数/比例(%)

168/79.25

36/16.98

6/2.83

2/0.94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本区的土地流转市场并不完善，既没有信息公开的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平台，也
缺失规范的交易程序与监管标准。多数农户对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了解不多，对土地流转前景持谨慎态
度，并通过“租赁行为不规范”与“土地承包期短”等特点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反映出来。从 212 户中等
规模以上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来看，签订租赁协议(合同)的农户只有 12 户，仅占总数的 5.66%，91%的
农户是通过“口头协议”的形式对土地的租期与租金进行简单约定，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不受合同保障，
大农户对来年的土地利用缺少稳定性与安全感；从租赁限期来看，承包期 1 年的租赁行为占到总数的
79.25%，土地租赁期限过短问题特别突出。而农地使用权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耕作者对农地的
规模经营和长期投资[12]；而且租赁期短也会导致租地农户的过度用地行为，危害土地的持续利用，如大
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酸化、板结，耕地质量严重破坏，产量逐年大幅下降[13]。
4.2.2. 在田间生产与管理环节，大农户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亟待加强
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防病虫害的技术对大农户粮食生产的丰产与增收具有重要影响。从调研区的
情况来看(表 7)，82.55%的农户对每年种植的作物品种需要指导，其中 54.72%的农户有强烈需求；77.83%
的农户对作物的育秧、播种等关键耕作时间点需要提醒，其中 46.2%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排、灌用水
管理环节，88.21%的农户需要指导，其中 57.08%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肥料类型选择及施肥量的把握上，
97.17%的农户表示需要专家指导，其中 86.79%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病虫害的诊断及农药类型选择与药
剂量的使用环节，98.59%的农户需要及时指导，其中 91.04%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可见，在大农户的发展
过程中，为农户提供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十分必要。
Table 7. Technical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表 7. 农地利用过程中的技术需求
强烈需要 Strong need

一般需要 General needs

不需要 Unnecessary

户数(户)

百分比(%)

户数(户)

百分比(%)

户数(户)

百分比(%)

作物选择
Crop selection

116

54.72

59

27.83

37

17.45

耕作时间
the time of tillage

98

46.23

67

31.60

47

22.17

用水管理
Water management

121

57.08

66

31.13

25

11.79

施肥技术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184

86.79

22

10.38

6

2.83

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Pesticide use technology

193

91.04

16

7.55

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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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在水稻收割、粮食存储与销售环节，大农户面临晒谷(烘干)条件(设备)差、储粮谷仓缺失、粮食销
售压力大等突出问题
对传统小农户而言，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生产的粮食不多，借助于自家房前的场地或者楼顶，有个
3~5 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决水稻收割后的晒干问题，在粮食存储与销售方面也问题不大。但是，对大农户
而言，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收割的粮食较多，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及时晒干所有的谷子就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碰到收割时期的持续阴雨天气，谷子霉变的风险很大。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农地规模扩大的过程
中，只有 5%的农户扩大了晒场面积；在粮食收割季节，很多规模农户是通过占有公路、学校操场、村组
公共场地来解决场地不足的问题。对真正的大农户而言，通过扩大场地解决稻谷及时晒干的问题并不现
实，只有专用的烘干设备才能解决大农户的粮食烘干问题。但是，从调研走访的情况来看，样本农户中
没有一家购买了专用的粮食烘干设备，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碰到过天气不好，水稻不能及时烘干而出现变
质的问题，导致农户的收益受损。从国外农场的运作情况来看，一般都建有自己的谷仓，用于储藏收割
的粮食，农户可以选择市场价格较好的时机出售粮食。但是，调研区的大农户没有一家建有自己的专用
粮仓，这就要求农户在稻谷收割、烘干之后，及时卖掉手中的粮食。很多农户反映在粮食收割收购季节，
国家正式收购粮食的部门人满为患。对大农户而言，卖粮过程的运输与长时间的排队等待都是问题，有
60%以上的农户因此选择“商贩上门收购”的方式应对这一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商贩们往往会在收
购黄金时段以低于国家粮食收购价格 10%~15%的标准进行“垄断性”的收购，农户被迫售粮，村民们对
此苦不堪言。购买专用的烘干设备，建设专用的粮仓，选择粮价合理的市场时机出售粮食，不仅可以降
低农户的烂粮风险，增加农户的收益，而且可以部分实现储粮而民间的目标，降低国家食粮存储的压力。
建议政府对大农户的烘干设备与谷仓建设进行专项资助，鼓励大农户储存粮食。
4.2.4. 在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大农户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
从传统小农户向规模大农户转变，在用地规模扩大的同时，生产设备与物质方面的投入也会同步增
加，这对农户的资金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表 8)，本区大农户都希望得到政府与
银行的优惠贷款，但在操作层面难度很大，只有 11.52%与 2.36%的农户得到过金融部门(农村信用社)的
贷款与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58.49%的农户是依托自家多年的积蓄来发展，另有 27.83%的农户通过私人
借贷(高利贷)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大农户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农户在机械、设备与物
质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利于农户的正常运作与扩大再生产，而且部分大农户因高利贷的影响，种地效
益直接下降，有的甚至因此想退出农业发展行业。融资难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大农户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时为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助力大农
户的发展。
Table 8. Financing channels for large farmers
表 8. 大农户融资渠道
项目

自家积蓄

金融部门贷款

私人借贷

政府专项资助

户数

124

24

59

5

比率(%)

58.49

11.32

27.83

2.36

4.2.5. 国家现有惠农补贴难以补到大农户身上，惠农政策激励大农户迅速发展的作用有限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农地边际化现象日趋严重，农地粗放利用与撂荒现象时有
发生，“三农问题”突出。为此，国家自 2006 年开始免除农业税，并实施“种子、农机与粮食生产补贴”
等一系列惠民农补贴政策。相关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惠农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资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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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对农户增收、农业增产与农村发展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现有补贴政策是基
于 30 多年前分田到户时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来核算的，而这 30 多年来农村原有的人地关系与农户的生
计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户在城市化过程中已被市民化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国家的惠农
政策在本区得到了较好实施，农户得到了相关惠农补贴，老百姓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对大农户而言，
自己只得到了原有承包地的补贴，而通过土地流转进来的那部分土地没有得到任何补贴，相关补贴仍然
落到了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户手中，而这些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户一部分早已是城市居民了，或者是居住在
农村中的“非农无粮”农户。在走访过程中，很多大农户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土地利用
者，他们才真正承担了为国家生产粮食的任务，理应得到国家的扶持与补贴。对已经“市民化”或者“非
农无粮化”的农户而言，这些惠农补贴在家里经济收入中比例很小，“脱贫致富”的意义不大；而对大
农户而言，因为农地规模较大在增收方面却很重要。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的惠农政策宜瞄准大农户，重
点资助真正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地区与农户[15]。
4.2.6. 基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大农户多元化的用地需求之间有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农户
的高效用地
我国大规模的土地整理(整治)工作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在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耕地质量与促进农户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调研区的多数农户对此比较认同。但是，在问
到政府土地整治项目的效果是否符合自己的用地要求时，只有 26%的大农户表示满意；74%的农户更希
望结合自己的用地安排来进行综合性的土地整治，以满足自己多元化的用地要求。建议国土整治部门，
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基于大农户用地需求的土地整治新模式，为我国大农户土地利用背景下的
高效利用寻找新的突破。

5.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如下认识：
1) 江汉平原区小规模农户家庭数量较多，但中、大规模农户迅速增加，且已经营着本区 80%的农地，
中等以上规模农户已成为本区农地利用最重要的经营形式；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等
方面，中、大规模农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有效率；扩大用地规模与增加土地投入是本区农户的主流意愿，
而且规模越大的农户其扩大意愿越强烈，大农户迅速发展的前景看好。
2) 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目前有以下因素对大农户的健康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一年一说的“口头
协议”让大农户的土地利用缺少长远规模与稳定经营的安全感，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影响大农户的发
展；在田间生产与管理环节，大农户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亟待加强；在水稻收割、
粮食存储与销售环节，大农户面临晒(谷)烘(干)条件差、储粮谷仓缺失、及时售粮压力大等突出问题；大
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资金不足，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国家现有惠农补贴难以补到大农户身上，惠农政
策对促进大农户发展的激励作用有限；基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大农户多元化的用地需求之间有
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土地的高效利用。
3) 在城市化与农地边际化过程中，中等规模以上的农户将是我国土地利用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建议
国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助力大农户的健康发展：在农村地区加强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建立基于乡
镇一级的土地流转市场，为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提供指导与服务；提升基层农机服务站的服务意识与水
平，为广大农户提供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针对大农户晒谷(烘干)、储粮与售粮
压力大的问题，近期可以通过开设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等办法来应对，长期宜对大农户进行烘干设
备与谷仓建设等进行专项资助，鼓励大农户储存粮食，探索“储粮于民间”的粮食安全模式；针对大农
户发展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的问题，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时为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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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优质服务；建议国家调整现有惠农政策，重点资助真正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地区与农户；建议国土整治
部门，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基于大农户用地需求的土地整治新模式，为我国大农户土地利用背
景下的高效利用寻找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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