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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姆”打破种地困局
——项城市红旗合作社的土地托管探索

□本报记者 李运海

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数年之间
托管土地高达16万亩，在项城大地掀
起一股土地托管旋风。因为这股旋
风，在土地流转出现波动时，土地托管
成了农村土地变革的新主角。这个合

作社就是项城市红旗合作社。
对此，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7月3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面对种地人
口的日益老龄化，红旗合作社的土地
托管模式，破解了谁来种地、地如何种
的农业困局，是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
化生产的必然趋势。”

农民为什么会青睐土地托管？土
地托管到底有哪些好处？这种模式是
否具有可复制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走进项城市红旗合作社，走近托管土地
的农民，探讨土地托管对农村、农业、农
民已经带来、并且即将带来的巨大变
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贵、慢

“成长的烦恼”如何化解

□方化祎

所有的当下都将成为过去，所有的

未来也将成为当下。

今年“三夏”期间，记者从中原大地

发回了一篇篇“沾泥土、带露珠、冒热

气”的鲜活新闻。采访归来，大家谈的

最多的是今年的变化。关注河南农业

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种变化已呈现

“拐点”特征，酝酿着量变到质变的突

破。循着当下这些变化，我们或明或暗

地观察到河南农业的未来。

麦收季节，往年最让人发愁的是收

割机。麦客不知哪里需要，往往扎堆儿

不出活；农民看着麦子发黄发焦盼不来

机器，只好到公路上找，甚至强行拦截，

既影响了秩序，又影响了效率。今年这

些现象明显减少了，在一些地方，农民

点下手机屏幕，收割机就会按时开进自

家麦田。收割机出了问题，通过手机客

户端就能实现一键报修……这得益于

农机企业推出的智能物联网平台，通过

智能感应系统，农机手可以清楚掌握各

地小麦收割机分布情况、作业进度、机

收价格等重要数据。种植户可以免费

发布需求信息，农机手来“抢单”，双方还

能谈价。一些农机手感叹，种地越来越

智能了，这在以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众所周知，小农生产的土地上长不

出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正在成为河南

农业生产的主流。农业生产投入大、风

险高，最近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出现波

动，但土地托管这一模式应运而生，农

民形象地称这种模式为“田保姆”。既

解决了农业合作社风险高的问题，又增

强了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的积极性

和获得感。关于项城市红旗合作社的

调查报道中写道，红旗合作社托管的土

地 达 16 万 亩 ，今 年 计 划 扩 大 到 30 万

亩。这个面积，已经是项城市土地面积

的 1/4强。

土地的规模化和农业的智能化，正

让土地释放潜藏的魅力，也在不断促进

农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今年的8个优

质小麦试点县，已经多次出现企业“抢优

麦”的场景，种优质小麦、优质花生赚钱

正在成为共识。在农业供给侧改革进程

加快的背景下，种啥吃啥的时代正在远

去，市场需要啥种啥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目前的趋势看，小农生产未来如果

存在，或许是出于惯性，或许是出于情怀。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这些一直困扰河南

乃至中国农业的问题，在不远的将来，答案

或许在中原大地水落石出。⑧5

从当下感知农业的未来

评论

聚焦供给侧 三夏新观察

一家三农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在用植保直升机对农作物进行飞防。本报资料图片

关键词【土地托管】

关键词【农业金融】

现代农业需要大量资金
支持。 本报资料图片

买过剧毒农药吗？买过。
施肥是否过量？上的多。
是否深耕过土地？自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到托管前，没有深耕过土地。
到底该种啥？看啥赚钱种啥，别

人种啥咱种啥。
栾玉亭说：“我认为，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不仅仅指粮食产量要达到目
标，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农业
供给侧结构改革，要种市场需要的粮
食。二是绿色发展，要种安全的粮食，
让食用者放心的粮食。”他分析说，如
今的小农经济，导致农村假农药、剧毒
农药屡禁不绝，过量施肥严重。如果
不解决种什么、如何种的问题，国家粮
食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农民是如何买农药的？贾书民结
合自己的经历说，每年一到打药的时
候，各种卖农药的小贩就走村入户吆
喝，称自己的药好，药到虫死。自己也
不懂，也不知道是否剧毒，听谁吆喝的
好就买谁的。至于上化肥，想着上的
越多粮食产量越高，哪想到打出的粮
食可能“有毒”，不能吃呀。

种粮大户徐汝魁是郑郭镇朱营村
人，原来在新疆承包土地一万亩种棉

花，辛辛苦苦积累下数百万资金。
2009年他回到家乡，流转土地700亩
开始种地，没想到连亏5年，自己的钱
赔完，还欠债200多万元。他说：“亏
在了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亏在了
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认识不足。”

徐汝魁描述说，第一年种白茶，刚
巧赶上干冬，苗都冻死了。第二年种
辣椒，收时辣椒价格又大幅下跌。第
三年种中药材白芷，朋友介绍的复合
肥是假的，白芷苗又冻死了。第四年
又种中药材，但种子有问题，长着长着
都死了。第五年种高粱，成熟时高粱
价大幅下跌。他说：“种啥赔啥，真的
是走投无路了，去年麦播时，把流转的
土地半托管给了红旗合作社种玉米，
麦季搞订单农业种麦种，成本低了，种
子、化肥、农药质量有保证了，终于开
始赚钱了。”

栾玉亭说，像徐汝魁这类的种植
大户，如今合作社托管的也不少。他
们对农业有热情，但种什么、如何种都
容易跟风，对市场上农资的真假也缺
乏辨别能力，因此导致种啥赔啥。

他分析说，大规模土地托管后，绿
色农业得到发展。一方面剧毒农药将

扫地出门，在农村再也没有了市场。
另一方面，合作社根据土壤情况合理
施肥，再也不会出现施肥过量的问题。

红旗合作社投资 1000多万元买
了 38台大型拖拉机。栾玉亭说：“土
地每年都深耕一次，将有效解决土地
板结问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订单农
业也能找到抓手，落地生根。今年夏播
时，红旗合作社种植4万亩大豆，就是
一个集团公司订单订购的。他表示，今
年秋播种麦时，也将实施订单农业，种
植强筋小麦。栾玉亭说：“因为种粮不
赚钱，很多流转大户不种粮。而土地托
管遏制了流转大户的非粮化。”

农民赚钱自不必说，合作社靠什
么盈利的？栾玉亭说：“赚的是农资代
理的钱，赚的是耕地、打药、收割等服
务的钱。”

他分析说，托管的土地越多，农资
越便宜，合作社当然也赚的多了。下
一步，红旗合作社将联合农村基层组
织成立合作社分社，实施整村推进，同
时壮大集体经济。

今年秋播时，红旗合作社土地托
管的规模计划扩大到30万亩。⑧2

红旗合作社董事长栾玉亭本是做
农药生意的。前几年，土地流转风行。
2014年他以每亩1000元的地价流转
土地4600亩。他说：“因为部分农民不
愿意流转，所以流转的土地不连片，比
较零碎。”

现实很残酷。栾玉亭碰得“头破血
流”，当年就赔了460万元。为什么规
模化经营了反而不挣钱？他说：“主要
原因是生产成本高，管理难。”他认为，
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和农业上，土地流转
主要有三大问题无法解决：

一是偷盗严重。当年种的玉米三
分之一被偷。从玉米棒能煮着吃开始，
一直偷到成熟。合作社对此防不胜
防。二是土地零散，作业成本高，难以
产生规模效益。三是卖粮难。因为土

地零散，无法连片种植优质小麦。加上
当年小麦赤霉病较为严重，麦收期间又
下雨，导致小麦品质受到影响，出现卖
粮难。

痛定思痛，栾玉亭在2015年麦播
时退掉了零散的土地2600亩，只留下
大块的土地。他说：“感觉土地流转的
规模应该是适度，而不是越大越好。”

他坚信，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不应
该只是土地流转这一种形式，还会有其
他的组织形式。

土地托管进入了他的视野。农民
交一定费用，把土地转给合作社种，地
还是农民自己的，收益也是农民自己
的，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应该很高。而
且，土地托管正好解决了上述三大难
题。

说干就干，栾玉亭推出半托管和
全托管两种“套餐”，供农民自由选择。

半托管，也叫“菜单式”托管，就好
比在饭馆里点菜吃饭，地里种什么，种
多少，播种收割，都是农户说了算，合作
社只提供价格便宜的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而且要当时交现钱。

全托管，也叫“保姆式”托管，就是
指种子供应、整地、施肥、播种、田间管
理、收获、销售等环节全程托管。农户
既不用出力，也不出现钱。卖粮后，从
销售所得中扣除套餐费用，剩下的都归
农户自己。

两种“套餐”一推出，得到农民的积
极响应。到2016年秋播小麦时，红旗
合作社已经托管土地16万亩。栾玉亭
说：“发展之快，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从土地流转转向土地托管

农民冷淡土地流转、热捧土地托
管，必有其内在的合理因素。栾玉亭
说：“土地流转只给农民流转金，至于种
什么，赚多少钱，和农民没啥关系。而
土地托管既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
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自己也从繁重的
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说白了，托管后
地还是自己的，种地也不那么累了。”

68岁的贾书民是项城市丁集镇
贾桥村人，家中的 7亩地全部托管给
了红旗合作社，自己还在合作社打
工。他说：“托管前，一亩地一年能挣
500元。如今，一亩地能挣1000元以
上。”他坦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干不动了。
贾书民的儿子、儿媳都在新疆打

工，农忙时从来不回家。他说：“回来
有啥意思？地里就挣那点钱，还不够
往返路费呢。何况他们就没摸过地，
回来也不知道咋弄。”

贾书民是农业“老把式”，如今在
合作社打工，一年工资 1.8 万元。因
此，说起土地托管，他称赞说：“这才接
地气，做到农民心坎了。如今，撂荒土
地的没啦。”

对于托管与半托管两种套餐，农
民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栾玉亭
说：“从总量来说，目前选择半托管的

多于全托管的。未来将逐步减少半托
管，更多地实施全托管。”

49岁的永丰镇唐庄村农民郭心
功以每亩700元的地价流转土地230
亩，2015年挣了 5万多元，去年又赔
了5万多元，两年整个圆扯圆。他说：

“自己没有大型农机，购买的种子、农
药、化肥也都是市场价，弄不好还买着
假的，赚钱很难。”

因此，郭心功将流转的土地半托
管给了红旗合作社。他说：“土地半托
管给合作社后，种子、农药、化肥等价
格低了，产量提高了，种地的收益也自
然提高了。”

农民为什么青睐土地托管

土地托管，破解农业困局

□本报记者 陈慧

众所周知，农业本身投入大、见效
慢、风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资
金紧缺，金融机构放贷慎之又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被视为现代农
业的支撑和未来，对他们进行大力扶持
和培育已是各方共识。“三夏”期间，记
者走访发现，虽然“融资难、融资贵”现
象依然存在，但我省不少地方，或是政
府主动作为，或是市场自发合作，通过
信贷担保、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多种
形式，政、银、企通力合作，多管齐下，探
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做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这个“成长的烦
恼”正在不断破题。

融资难症结：缺乏有效抵押物

邓州市演信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了5000多亩地，主要种植小麦、
玉米、花生，土地流转费、农资费、人工
费等等，合计每年亩均成本 1500元左
右。“去年使了一笔 10万元的无息贷
款，是人社局扶持农村创业的，但钱太
少解不了渴。”合作社负责人王河堤很
无奈，想扩大规模，也想尝试一些新作
物，但感觉力不从心，技术上可以克
服，主要是贷不来钱。

目前，全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22万家，正处于成长的关
键期，10万元以下的小额信用贷款已不
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大额资金贷款
难成为制约其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

是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吗？“当然
不是。农业发展潜力日益凸显，金融机
构很愿意介入现代农业产业，分得一份
蛋糕。”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
长张道明认为，症结就是缺乏有效抵押
物，金融机构风险太大。

2015年下半年开始，兰考农商银
行专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发放
了 100笔贷款，至今有 5笔逾期，违约
率5%。据悉，这些贷款对象已经过当
地种植协会、农业局、财政局层层推荐、
审核，风险之高可见一斑。

目前，我省长垣、济源、邓州等9个
试点县（市）正在探索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谓
农业生产经营中最具价值的资产，经营
权抵押贷款备受重视。但是，经营权作
为抵押品评估难、转手
难，无法快速变现，金融
机构并不积极。

张道明表示，服务对
象分散，户多、量少，贷前
评估难、贷后监管难，也

使金融机构管理成本高企。

风险分担：政府成立担保基金

银行资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
求难以对接，迫切需要第三方介入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增信，建立风险分担机
制。政府设立风险保证金、准备金、补
偿金等担保基金，银行放大一定倍数贷
款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对于兰考农商银行来说，并不担心
逾期的 5笔贷款收不回来。“第一，有
1000万元的财政融资风险补偿金放在
银行，第二，中原农险也承担一定的风
险补偿责任。”该行客户业务部经理刘
占岭介绍，“政府+银行+保险”的三位
一体融资模式分散了贷款风险，保证银
行资金贷出去还能收得回。

济源市和国开行河南省分行2013
年联手搭建了管理平台、统贷平台、担
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
会”融资服务模式，受到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青睐，目前累计为112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放贷款3.43亿元。

“没有政府介入，‘四台一会’搞不
成。”济源市银政办主任王传武深有体
会。济源市政府设立农业发展专项基
金 3600万元，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贷款的政府风险保证金、政府风险
准备金和贷款贴息，每批贷款总额度由
统贷平台向国开行缴纳10%的政府风
险保证金。虽然借款企业需要互保并
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但贷款相对容易，
且财政贴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平
台融资的积极性很高。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不少涉农龙头
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带贫协议，
贫困户以小额贷款入股，每年分红，贫
困户稳定增收的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也得到了急需的发展资金，达到双
赢。银行放心贷款的背后，也是以地方
财政设在银行的风险准备金作为后盾。

河南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张慧认为，政
府介入设立担保基金，弥补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信用不足，减轻了银行的顾虑，
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融资之困,发挥了财政
资金“小钱撬大钱”的杠杆效应。不过，基
金规模有限，相应地，能享受到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数量有限，贷款额度也受限。

更大的利好是，未来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或许将不再忧虑“谁能为我担保”，
去年成立的省农信担保公司将承担重

要角色。作为财政出资的省级政策性
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公司获得邮储银行
等 7家金融机构授信担保额度近 300
亿元，已与 71个县级政府签订合作协
议，56 个县风险金到账，将灵活运用
政+银+担、政+银+担+保等模式，重点
为从事粮食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供担保支持。

抱团发展：产业链融资担保

采访中，记者发现，农业三产融合
过程中，一些龙头企业在与下游供应商
形成稳定购销关系的同时，还为他们提
供融资担保，紧密联结，协同发展。

甲加由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农业综合化服务企业，建立了一个
包括农资供应、农技服务、农产品收购
等在内的标准化服务系统。公司与银
行合作，由甲加由出面担保，为订单合
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服务。

徐景阳是禹州市鑫鑫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流转了 700 多亩
地，为甲加由订单繁育小麦种子。今年
合作社向银行贷款14万元，不过，贷款
并没有直接发放到他手中，而是以农资
形式出现。“每亩地能贷200元，等于直
接在甲加由买了农资，不需要抵押。”徐
景阳很认可这种方式。

在新野县肉牛产业化集群示范区，
科尔沁牛业推广“甜玉米种植+肉牛养
殖”循环农业模式的同时，也联合政府
创建了一个新型融资机制——成立河
南中牧联合担保公司，为肉牛产业集群
内的相关企业和规模种养户担保，金融
部门放大一定比例放贷。据介绍，仅去
年，金融机构就放款3.6亿元，破解了种
养户资金发展瓶颈，也构建了龙头企业
和种养户协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总的来说，不管是财政担保基金的
设立，还是各种担保主体、农业保险的
介入，其目的均是为了弥补信贷风险分
担机制的缺失，使金融机构想贷款，还
能敢贷款、积极贷款。

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希望与困境并存。在张道明看来，三方
联动必不可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
规范财务账目、壮大经营实力，创造条
件来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金融机构要
创新服务，健全信用评价体系；政府要
积极运用税收、奖补、提高涉农不良贷
款容忍度等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建立健全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使抵押物能够公开快速
处置，逐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
路上融资难、贵、慢的烦恼。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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