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曾经有一名勤奋的青年向一位智者请教成功之道。于是，智者就吩咐他的三
个徒弟带着这位青年去山里打一担自己最满意的柴火。青年毫不犹豫地立刻收拾
行头起身。山离此处不下十里，山路崎岖。智者就在原地等待着他们返回。许久
之后，只见青年满头大汗，步履蹒跚而来，肩上挑着两捆柴火。两个徒弟一前一后，
都挑着四捆柴火。这时，另一个徒弟从江面上乘着竹筏，载着八捆柴火相近到达。
青年默默不语。智者详问经过。青年说：“我起初砍了六捆柴火，走到一半，实在
挑不动，就卸下来两捆。后来又挑不动了，就又卸下来两捆。否则我就到不了这里，
我已经很努力了。”前面两位徒弟说：“我们两人一起砍了四捆柴火，一路上轮流挑。
后来施主扔下来两捆我们就捡起来，又扔下来两捆，我们就一人各挑四捆。”乘着
竹筏的徒弟说：
“我身体瘦小，根本无法挑着担子走这么远路。于是，我选择走水路。”
智者会心一笑，对着青年说：“努力固然是成功的武器，但是做出正确的选择比
努力更加重要。”
人的一生有很多次选择。经历高考的洗礼，我们要选择报考学校以及合适
的专业。毕业后，我们要选择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前面有很多条路，可以
选择顺其自然，也可以选择逆水行舟。有的人选择安稳舒适，那在你不惑之年是
否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享受闲云野鹤的生活，并没有遗憾；有的人选择在大城市
拼搏，那你是否做好了迎接困难与挑战的准备，并做到宠辱不惊。现代的年轻人，
总是想要的太多，做对的太少。当我们看到前路艰难，不妨停下脚步，认真思考
我是否走在最靠近自己目标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点，追求也不
同，要看准时机，做正确的选择。
市场逐渐回归理性，要在风雨变幻中寻找投资的机会。很多人经历了跌宕起伏，
或喜或悲。我们无数次质问，时代变换，一些人能风生水起，而另一些人却越走越远。
应该不止一次有人教育我们，投资的失败就是因为心态沉浮，不能坚持到底。那么，
如果我们在 ２００７ 年 ６０００ 高点进入股市，就算时隔八年再到了 ５０００ 点，我们的坚
持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努力帮助我们在坎坷中摸索、反思、总结，看清事物发
展的规律后再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在实践中把握、调整、再决策，合理管控风险，
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收益。

惠农资本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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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格支持政策是粮食政策的重要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和临
时收储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于我国粮食持续增产和农民增
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价补合一”的价格支持政策也带来粮食供
需结构失衡、财政负担沉重、下游加工业陷入困境等诸多问题。对于我
国粮食安全状况和粮价于农民收入关系的传统认识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
政策改革陷入困局的症结所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业
面临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向结构失衡转变，规模经营主体成为重要供
给主体。在此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政策应由以总量安全为核心向结构
安全为核心转变，收入保障政策要由单纯关注种粮收益水平向重点关注
种粮专业户收入转变，粮食市场调控方式则应由直接入市收购向更加充
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转变。由此，应从降低支持价格水平、探索目标价

农业发展阶段转变背景下的粮食
价格支持政策改革思路探讨

格保险、构建应急储备体系等角度深化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构建粮
食安全保障体系和种粮农户收入保障体系。

1

■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张照新 徐雪高 彭超

注 １： 本文为 ２０１４ 农业部软科学委托课题 ： 农产品流通体系转型研究（课题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照新（１９６９—） 男，山东汶上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体制机制变革
徐雪高（１９８１—） 男，江苏宜兴人，农业部农经济研究中心 产业与技术研
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大豆市场
彭 超（１９８２—） 男，山东烟台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
察点管理办公室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稻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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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形成及其困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有效促进我国粮食持续

２００４ 年以来，以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粮

增产和农民连续增收，但也带来国内粮食供求结构失衡、财政负担加重、下游加工企业经营受困等诸多

食价格支持，成为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我国粮

问题，深化改革势在必行。２０１４ 年起，我国政府开始以大豆为突破口，探索“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

食连年增产和农民收入快速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伴随价格支持水

改革思路，但也遭遇到政策操作难度大、财政负担加重等难题。如何突破现有困局，成为粮食价格支持

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存在的弊端和矛盾也愈发明显暴

政策改革的重大课题。

露出来，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众多研究和讨论。谭砚文等（２０１４）在肯定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促进粮食增产
和农民增收效果的的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阻碍市场机制、加重财政负担以及对粮食加工业发展的
不利影响 ［１］。针对未来粮食价格改革方向，徐雪高等（２０１３）提出了实行目标价格的方案和思路 ［２］，黄
季焜等（２０１５）对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情况进行跟踪研究 ［３］，卢凌宵等（２０１５）则也对目标价格改革的成
效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４］。程国强（２０１６）则对我国粮价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改革走向进行了
研究和探讨 ［５］。但总的看，这些研究大多是对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本身效果和问题的研究，从我国农业发
展阶段变化对我国粮食价格改革思路的探讨相对较少。实际上，国家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主要围绕粮食
安全和农民收入两个目标制定的，而这两个政策目标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农业发展进程有密切联系。因

（一）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出台与演变
进入新世纪之初，在粮食大幅减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背景下，
国家实施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重大战略，出台了最低收购价和临
时收储政策，构建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支持政策体系。
1、最低收购价和临收储政策出台的背景
１９９６ 年我国粮食总产突破 ５ 亿吨大关，并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连续
２ 年保持在 ５ 亿吨以上。此后受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粮食保护价政策
效果不佳双重影响，粮食产

此，研究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有必要从国家农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角度，探讨改革方向和总体思路。
本文在梳理原有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的面临的主要矛盾、组织方式等
方面的变化，提出了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目标调整的方向，探讨了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思路。

2004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

量连年下滑。２００３ 年我国粮

意见》决定，“要充分发挥价格的导向作用，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

食 总 产 降 至 ４３０７０ 万 吨， 当

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

年供需缺口达到 ５５００ 万吨，

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国家粮食库存降到历史低点。
同时，传统农区、粮食主产区、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困难，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０２ 年，农民的人均收
入平均只增长了 ３．９％，仅为城市居民收入平均增长率的一半，农民的种
粮积极性大为降低①。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防止谷贱伤农，我国在实施种粮农民直接
补贴的同时，开始强化对粮食市场的调控。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要充分发挥价格的导向作用，
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必要时可
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２００４ 年，针对早籼稻上市后出现的价格回落，国家在江西、湖南、湖北、
安徽 ４ 省实施最低收购价。２００６ 年针对小麦价格下跌，国家在河北、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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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东、河南、湖北 ６ 个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

最低收购价由“最低价”演变成“最高价”。

收。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在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下

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政策工

收购价政策，由此形成了对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

在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之初，价格水平是根据生产

跌和国内库存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国家小麦和稻谷

具。临时收储的价格也呈现连年上升的趋势。玉米

两大品种的价格支持政策。

成本加合理收益来确定。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稻谷、

最低收购价维持了 ２０１４ 年的价格水平。为了保证

和大豆临时收储价格由 ２００８ 年 １５００ 元 ／ 吨、３７００

２００８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粮价大幅

小麦最低收购价没有变化，基本遵循了这个原则。

目标的实现，最低收购价政策采取敞开收购的方式，

元 ／ 吨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２００ 元 ／ 吨和 ４６００ 元 ／ 吨，

下跌，我国粮食市场也受到冲击，价格大幅下跌，

２００８ 年起，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国家不断提高最

中储粮公司按照政府公布的价格水平入市收购，不

提高了 ４６．７％ 和 ２４．３％ ③。虽然和小麦、稻谷的最

出现农民“卖粮难”。为保护农民收益，我国当年

低收购价格水平。小麦的最低价格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２

设定收购数量。

低收购价格相比，临时收储的目标价格上涨幅度不

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启动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

元 ／５０ 公斤提高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８ 元 ／５０ 公斤（白

临时收储政策初衷是政府根据粮食市场运行

由此，临时收储政策逐步演变成为国家支持玉米和

麦三等），上涨了 ６３．９％；粳稻、中晚籼稻和早籼

情况，择机入市收购，缓解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

大豆价格的主要方式。

稻的最低收购价格分别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５ 元 ／５０ 公斤、

让市场价格回升到合理水平。其收购数量计划由国

2、价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和内容

７２ 元 ／５０ 公斤 ７０ 元 ／５０ 公斤提高到 １５５ 元 ／５０ 公

家发改委等部门确定。如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份国家发改

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是在粮食流通市

斤，１３８ 元 ／５０ 公斤和 １３５ 元 ／５０ 公斤，分别提高

委先后 ６ 次下达玉米和大豆的收储任务。在 ２００９

场化、收购主体多元化基础上实施的价格调控措施，

了 ９６．２％、９１．７％ 和 ９２．９％ ②。由此，政府确定的“最

年以后的运行过程中，为了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临

其政策目标均是保持粮食价格的合理水平，防止“谷

低收购价”逐步成为市场最高价，政策目标也由

时收储政策年年启动，且采取敞开收购的方式，操

贱伤农”，以稳定和促进粮食生产。

防止谷贱伤农变成提高价格促进粮食增收和农民增

作方式与最低收购价政策差别不大，成为政府稳定

高，但与国际市场价格连续下跌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价格支持政策的成效
从近十年发展看，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较好地
实现了政策目的，有效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
民种粮收益，在特定历史阶段政策是成功的。
1、促进了我国粮食持续增产。在粮食价格政
策的带动下，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大幅度回升，
我国粮食产量连创新高，成为我国农业的一个亮点。
２０１５ 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实现“十二连增”。
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６．２１ 亿吨，比 ２００３ 年
增长了 ４４．３％，“十二五”时期增长 １３．７％；其中，
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分别达到 ２．０８ 亿吨、１．３０
亿 和 ２．２５ 亿 吨， 分 别 比 ２００３ 年 增 长 ２９％、５０．３％
和 ９０．３％ ④。但由于受大量进口大豆冲击，国产大
豆生产呈现停滞状态，临时收储政策没有能够促进
国产大豆的发展。
2、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在农民收入结构中，
家庭经营收入占 ４０％ 左右，在粮食主产区这一比
例更高。近十年来，粮食收储价逐年提高，对农民
增收的贡献明显。据粮食局统计，“十二五”期间，
国有粮食部门累计托市收购粮食 ８４６０ 亿斤，通过
价格托底、优质优价、整晒提等、产后减损等措施，
带动农民增收 ２５１０ 亿元，有效保护了种粮农民利
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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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２０１６）。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在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同

总的看，国家收储政策不仅影响了粮食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的优化，而

时，也带来财政负担加重、生产成本上升、产品品质不

且也对整个粮食产业体系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弱化了我国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

高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但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力，同时导致粮食主产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滞。

还对国内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于 ２０１４ 年在棉花和大豆领域实行目标价格改革，

1、库存持续增加，财政负担沉重

探索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价格支持思路。但从实际效果看，仍然存在操作难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价差加大，国内主要粮食品种

度大、财政负担加重、政策效果未达预期等问题。这也是在目标价格仍然仅限

收储量不断增加，拍卖成交率始终处于低位，导致中储

于大豆领域的重要原因。

粮及其委托收购公司库满为患。由于储备的粮食顺价销
售难，带来的财政负担也越来越沉重。由于我国粮食顺

总的看，国家收储政策不仅影响了粮食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的

价销售难，导致粮食陈化问题突出，到了陈化阶段，粮

优化，而且也对整个粮食产业体系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弱化了我国

食不能作为口粮只作饲料用，亏损巨大，将进一步加重

粮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导致粮食主产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经

财政负担。

济发展的停滞。

2、农业结构调整滞后，供需结构失衡
随着收储价格成为市场“最高价”，中储粮及其委托的粮食购销公司成
为粮食市场中的重要主体。对农民来说，临时收储成为粮食销售的重要渠道。
但由于临时收储的标准主要是一般性质量标准，集中在水分含量、破损率、杂

二、农业发展阶段性变化及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
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是其与我国农业发展阶段性变

质率，而对于下游加工所要求的品质标准难以作进一步要求，从而导致农民在

化不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状况传统和粮价对于农民收入影

选择品种时，更倾向于追求高产、稳产，而不是提升品质。与此同时，随着城

响的传统认识，则是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陷入困局的主要症结所在。实际上，

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优质化、专用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粮食供需关系和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发生

化需求日益增加，导致品种结构、品质结构失衡矛盾越发凸显，这也是导致国

显著变化，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重点已经发生转变，粮价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产粮食竞争力下降，进口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

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要在准确把握新阶段我国农业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粮

3、原料成本高企，产区加工企业陷入困境
国产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产区以粮食为原料的粮食加工企业的
生产成本也不断增加。尤其是东北产区的大豆、玉米加工企业，在与沿海以进
口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大多数产区的中
小企业加工企业，由于缺乏到沿海地区拓展业务的能力，大多陷入困境。尽管
受进口配额限制，进口玉米数量不大，但玉米加工企业却面临进口替代品的激
烈竞争。肉类产品和青霉素等玉米深加工产品生产成本抬升，由过去的出口逆
转为进口，既挤压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内玉米消费（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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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价格支持政策目标和具体支持方式。

（一）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重大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现代农业
建设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物质装备和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专业化规
模化水平快速提高，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农业发展进入新时期，
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已经明显改变。
1、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我国真正走出了产不足需的阶段。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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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思路探讨
农业发展阶段转变，根源于我国经济发展阶
段的重大转变。２０１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７８００
美元，已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上中等收
入国家。国际上的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国家，农业的任务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在低收
入阶段，粮食需求不断增加，而农业生产效率相对
较低，粮食产不足需，农业的主要任务是增加生产
保障供给；在发达国家，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较
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粮食消费需求弹性
下降，需求趋于稳定，农业主要任务是调整结构提
升竞争力、稳定生产经营者收入水平。随着我国经
长期以来在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下，提高

已经很小。

业经营主体规模大、专业化、市场化程度高，已经

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农业面临的任务和主要矛盾已

成为农产品商品化供给的骨干力量。

经由增加生产保障供给向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

粮食产量，解决国人吃饭问题是中国头等的大事。

2、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结构性失衡

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积

成为农产品供需的主要矛盾。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

4、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

转变。在我国农业已经由穷人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

极性，粮食产量稳步增加，１９９８ 和 １９９９ 年年我国

提高，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的壮大，高品质、多

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由保障供给向提升农业竞

的大背景下⑥，我国粮食产业政策目标必须由以往

粮食总产跨过万亿斤大关，实现了主要农产品供求

元化、个性化的农产品需求成为增长的主要领域。

争力转变。随着改革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

促进生产保障供给总量向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市场

基本平衡。由此国家做出了“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

然而由于我国现有的收储政策、价格支持政策更

广度不断扩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程度日益提

竞争力转变。

丰年有余”的重大判断，并且提出了农业战略性结

多是以报数量而非保质量的措施，导致农产品数

高。２００１ 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油料、油脂

1、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应由保总量供给向应

构调整的政策思路。但由于当时供给关系比较脆弱，

量充足，但优质、个性化产品明显不足，从而导

实行单一关税管理。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区域经

急战略储备转变。生产能力及其波动性是决定一个

加上价格连续下跌，导致粮食产量持续下滑，供求

致供需结构出现巨大偏差。这也是导致供需结构

济合作，目前已与 ２０ 多个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

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关键因素。随着农业综合生产

关系一度紧张。２００４ 年以来，随着国家调整工农

失衡的主要原因。

贸协定，农产品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部分产品实现

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国已经走出粮食全面短缺阶

关系、城乡关系，大幅度增加对农业投入，农业高

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加速，专业化规模

零关税。未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段，总量供给不足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粮食总量安

产稳产农田比例明显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化生产主体在农产品供给中的比重快速增加。随着

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会改变，农产品关税水

全已经基本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在国内外经济一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升，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地流转不断增加。由此也

平将不断降低，我国农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

体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大背

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２０１３ 年我国粮食总

涌现出了一大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

争。未来随着农产品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以粮

景下，国际环境恶化引起恶意全面贸易禁运的可能

产突破 ６ 亿吨，并且连续三年保持在 ６ 亿吨以上。

作社。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中央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进口量仍将呈增加趋势。在

性也大幅度降低，粮食总量短缺的风险已经微乎其

但受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和消费升级的影响，作为基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的重大部署，针对新型农业经营

这种背景下，我国农业必然直面国际进口产品的竞

微。因此粮食安全政策应逐步弱化粮食总量目标管

本需求的粮食消费，尤其是口粮消费趋于稳定。从

主体的支持政策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快了新型农业

争。因此，未来如何增强农业竞争力将成为我国农

理和考核，不再一味追求提高总产，充分发挥市场

供需两个角度看，我国出现供给全面短缺的可能性

经营主体发展速度。和传统农户相比，这些新型农

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对生产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允许粮食产量和价格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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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对在其种植决策的影响程度大大降低。但对种
粮专业户而言，由于粮食生产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种粮收益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生产的积极性。未来随
着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种粮专业户在粮食生产中
所占比重将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商品化粮食供给的
骨干力量。因此应把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关注的重点
转向以种粮为主的家庭农场。但要看到，种粮专业
户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来自土地流转，通过提高粮食
常波动。
在取消总量目标管理的同时，扩大战略储备
增强危机应对能力。由于粮食产品的特殊性，区域
性、时段性的供给不足也可能带来价格暴涨暴跌，
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和动荡。因此政府应扩大战略储
备规模，对区域性、结构性供应不足进行危机干预，
保障市场供应，防止引发社会问题。此外，借鉴国
际上粮食安全的经验，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粮食
有效供给作为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通过消
费券、价格补贴等方式，让贫困人口能够获得足够
的食品和营养。
2、粮食价格政策支持重点应当由促进传统农

价格或者种植补贴所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都会转
化为地租，种粮专业户难以真正从价格支持或者直
接补贴中收益。应更多从保险、信贷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强化对种粮专业户的支持，增强他们的抗
风险能力。
3、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
整。随着我国走出农产品全面短缺阶段，结构性

的决定性作用，在构建粮食安全政策保障体系和种粮农民受益保障体系的同时，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

（一）深化小麦和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鉴于最低收购价政策严重影响了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抬高了粮食的流
通成本，已经难以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应在退出临时收储政策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最低收购价制度改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1、将小麦和水稻的最低收购价价格降至生产成本水平。尽管小麦和水稻最
低收购价制度最初设计的初衷是防止“米贱伤农、米贵伤民”，但在实际政策操
作中，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格水平，政府“最低”成为“最高价”，远高于市场
均衡价格，从而导致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应逐步降低小麦和水稻的
最低收购价价格水平。在确定最低收购价格时，要真正遵循生产的物质费用的原
则，使“最低价”名副其实。同时，要从我国粮食价格与产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价，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
面，减少政府直接收储，让市场主体成为购销主

通农户而言，由于受土地资源限制，非农就业逐渐

发展优质专用品种，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尤其是种粮收入在收

提升农业供给质量和竞争力。目标价格改革的初

入增长中的贡献大幅度下降。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

衷也正是通过价补分离，实现市场定价，发挥市

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农民种粮收入人均 １０９７．６ 元，

场主体的主导作用。但现有目标价格政策在设计

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 ２６．８％。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上由于考虑要尽可能保障农民利益，把原有收储

的 １０．５％ 。以提高粮食价格来促进传统农户增收

价格作为目标价格，导致目标价格远高于市场均

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与此同时，由于种粮收入比

衡价格。同时又以当年种植面积为依据进行补贴，

重的降低，兼业户在粮食生产决策中，更多从劳动

不仅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影响了目标价格

力优化配置和自身口粮需求的角度考虑种植决策，

在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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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价格支持水平和调控方式，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

作用，促进供需有效衔接。一方面，通过市场定

体，推动生产者和下游加工、流通环节直接对接，

14

当前，深化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变化，

失衡成为供需主要矛盾，必然要求发挥市场调节

民增收转向增强种粮大户抗风险能力转变。对于普

⑦

三、未来粮食价格政策改革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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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品种价格的波动区间，科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价格水平，让最低收购

承担大部分粮食战略储备的任务和

价成为托底价格，真正让市场机制发挥对供求的调节作用。

费用，减少地方财政压力，也更加
有利于储备任务的落实。

2、以批发市场公开操作取代目前直接向农民收购的调控方式。在现有
最低收购制度，政府以中储粮系统为依托，在全国各地直接向农户收购，层

2、合理布局储备体系。鉴于今

级多、成本高，也抑制了市场购销主体的发育。应逐步取消现有的基层收储

后粮食供应危机可能更多发生在销

系统，改由中储粮省级公司在大型批发市场上公开操作，进行市场调控，从

区和部分粮食生产不能自给的偏远

而在产地培育市场化的粮食购销主体，鼓励加工企业直接与农民建立订单合

地区，国家应调整储备体系的布局，

同，发展优质专用品种。

改变目前粮食储备主要集中在产区
的做法，应将国家储备库更多布局

（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在大中城市郊区和那些缺乏粮食自

按照新的粮食安全观的要求，粮食安全要以水稻和小麦为重点，以防止

给能力的偏远山区，确保这些区域

区域性、时段性粮食供应不足为核心构建粮食储备体系，防止粮食供给危机，

的粮食市场稳定供给。

维护粮食市场的合理运行和社会稳定。
1、完善我国粮食市场分级储备体系。一方面，要借鉴国际上粮食安全的
通行做法，合理确定我国粮食战略储备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合理界定国家
和地方储备的任务职责。特别是在当前地方财力紧张的环境下，应由中央政府

3、建立贫困人口和低保群体
的食品价格补贴制度。针对粮食价格波动对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影响，应借鉴
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对低收入群体的食品价格补助政策，根据食品价格波动，
进行阶段性的补助政策。在城市，重点对享受低保的家庭，给予食品价格补助；
在农村粮食不能自给地区，对贫困户实行粮食价格补助，降低食品价格波动对
这些群体的影响。

（三）探索目标价格保险政策，增强家庭农场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我国粮食生产主体的分化，改变传统笼统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政策
目标，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规模化种粮户作为重点群体，出台目标价格保险
政策，增强种粮专业户的抗风险能力。
1、完善目标价格政策。现行目标价格改革虽然实行了价补分离，但是在
政策设计上仍然兼顾了保障收入和稳定粮食生产的目标，所确定的目标价格
仍高于市场均衡价格，而且以当年种植面积为依据进行发放，不仅大大增加
了政策操作的难度，也难以有效起到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国家应把目标价
格补贴作为弥补临时收储政策对现有种粮农民的过渡性收益补偿。在具体操
作方式上，以临时政策政策取消前一年的目标价格与当年市场均价的差价乘
以一个补贴系数，作为补贴标准，依据农户的历史种植面积进行发放。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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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补贴属于过渡性质，补贴系数应逐年降低，直至取消。这样，既减轻了

化水平。鼓励粮食加工企业、流通企业与农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进行产

财政的负担，又可以让农民根据当前市场价格进行结构调整，真正发挥市场

销对接，根据加工和流通需求，发展优质专用品种，实行优质优化，减少农户、

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2、出台粮食目标价格保险政策，增强规模种粮户的抗风险能力。针对

4、充分发挥各类粮食生产、流通与加工领域的协会、联盟的作用，减少

规模种粮户对粮食价格比较敏感、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可以考虑结合天气

粮食价格的非正常波动。各类协会、联盟一方面可以通过供需信息发布，有

指数、市场平均价格两个方面的因素，构建种粮收益指数保险，将目前的农

效引导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促进产需衔接；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对行业组

业保险由自然风险扩展到市场风险，为规模种粮户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在政

织的自律作用，减少各类市场主体的抢购、囤积行为，促进粮食市场的稳定

策操作上，一方面合理确定保险价格水平，主要目标在于弥补粮食价格大幅

和有序。

度下跌时种粮专业户的亏损，为其构建收入安全网。另一方面，合理确定政
府保险保费补贴水平，既要激励农户参与，同时也要农户负担相对合理水平，
比如政府补贴 ６０—７０％，由种粮户承担 ３０—４０％。为了减少政策操作难度，
可以由农户自行申报种植面积，保险公司根据申报面积进行保费收缴，提供
风险保障。

（四）提高粮食产业组织化水平，构建粮食市场价格内在稳定机制
供需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的重要原因。提高粮食
生产和流通的规模化水平，推动生产者和下游的加工、流通进行有效对接，
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市场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不断可以推动粮食产业
供给侧结构调整，还能够促进产需有效衔接，减少粮食价格的非正常波动。
1、积极培育种粮专业户，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水平。和传统农户
相比，种粮专业户更注重市场变化，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决策，调整产
业结构，有利于实现供需衔接。因此现有各项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应向种粮专业
户倾斜，逐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的组织化水平。
2、积极发育粮食购销组织，提高粮食流通的组织化水平。一方面，修改
粮食流通的法律法规，取消对农村经纪人、粮食购销大户从食粮食流通的限制，
形成充分竞争的粮食流通市场，提高粮食流 ｔｏｎ 效率。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
粮食购销企业发展壮大，培育全国性大粮食商，发挥其在粮食市场价格形成中
的领头羊作用，同时也可以增强我国粮食流通体系的竞争力。
3、推动粮食加工企业与上游基地开展产销对接，提高粮食产业纵向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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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数据资料来自赵阳、张征《当前的粮食形势与政策选择》一文，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６
（０４）：１９－２１．
② 根据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小麦和水稻最低收购价格进行整理。
③ 根据国家改委历年公布的玉米和大豆的临时收储价格进行整理。
④ 根据农业部历年农业统计资料的整理。
⑤ 来自国家粮食局长任正晓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在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⑥ 蔡昉、王美艳在《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
（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５）：１４－２６）一文中认为我国农业发展阶段已经从穷人经济走向规
模经济。
⑦ 数据来自农业部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５ 年度农民生产经营情况调查内部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１］ 谭砚文、杨重玉、陈丁薇、张培君，中国粮食市场调控政策的实施绩效与评价 ［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５）：８７—９８．
［２］ 徐雪高、沈贵银、翟雪玲，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研究 ［Ｊ］．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３）
：
３５－３６．
［３］ 黄季焜、王丹、胡继亮，对实施农产品目标价格政策的思考—基于新疆棉花目标价
格改革试点的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５）：１２－２０．
［４］ 卢凌宵、刘慧、秦富、赵一夫，我国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试点研究 ［Ｊ］．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５（７）：４６－５１．
［５］ 程国强，我国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思路 ［Ｊ］ ．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６（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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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又叫“长寿花”，“延年”、“日精”、“傅公”、“更生”。它
不仅可供观赏，还可使人延年益寿。祛病去疾。

据元代《本草衍义补》记载：“菊花 ， 能补阴 ，
须味甘者 ， 若山野苦者勿用 ， 大伤胃气。”明代李

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
—— 我国菊花产业浅析

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称“菊花味兼甘苦 ， 性察平和 ，
备受四气 ， 饱经霜露 ， 得金水之精 ， 益肺肾二脏”。
后人又将野菊花的性能和药效归纳为：甘、苦、微
寒；入肺、肝经，散风清热，明目解毒。
实际上，菊花可以预防痢疾，
“利五脉，调四肢，
治头目风热，脑骨痉痛，养目血，去翳膜，主肝气
不足”，已为一般人所知。从现代科学验证，菊花

■ 惠农资本 刘奥东

所以能治病，是因为含有有效的化学成分，如腺嘌
呤、胆碱、水苏碱等。从药菊中提炼的挥发油，含
有菊花酮、龙脑、龙脑乙酸酯等。药理研究表明：
“群花不在菊花先，况是寒风压万千。好写几支篱外色，与君益寿复延
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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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煎剂对宋氏痢疾杆菌、变形杆菌、伤寒杆菌、
副伤寒杆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及霍乱孤菌等，

诗人为什么这样喜爱菊花？菊花又叫“长寿花”，“延年”、“日精”、

都具有抑制作用；对人型结核杆菌也有抑制作用。

“傅公”、“更生”。它不仅可供观赏，还可使人延年益寿。祛病去疾。汉代《神

菊花制剂对冠心病、胸闷、心悸、心急、头晕、头

农本草经》把菊花列为上品。具有“主治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

痛、四肢麻木和合并高血压有明显的疗效。人们常

恶风湿痹”。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记有：“南阳郦县有甘谷 ， 谷水甘美。云其

服菊花制剂，对心脏有明显扩张和增加冠脉流量的

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

作用；能降低血清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能降低预

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考之本草，菊花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

防心绞痛。药菊中的龙脑，具有清醒头脑醒目的功

太尉刘寛、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

效，人们在夏令季节服用它，能增强毛细血管抵抗

公多患风痹，皆得愈。”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曾经给他的好友钟繇写信说：“辅

力，达到抗炎作用

体延年，莫斯（指菊）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可见服食菊花，是

目前，我国的药用菊花除少数为野菊花外，

六朝的风气。屈原《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故

主要是栽培菊花。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菊花生长在

服食菊花不仅在强身，还有志趣高洁的喻意，而通篇之高远寓意，亦皆由菊引发。

不同地区，又经长期栽培，形成许多品种。

一、毫菊
毫菊是药菊中佳品，《中药大辞典》载“白
菊主产安徽毫县，称毫菊，品质最佳”。
毫州现毫菊种植面积 ６６７ ｈｍ２ （１ 万亩 ） 左右，
年产量约 ２０００ 吨。产地在毫州市憔城区、涡阳县
沿涡河流域共 １５ 个乡镇，包括憔城区十八里镇、
魏岗镇、古井镇、华佗镇、五马镇、憔东镇、观堂
镇、沙土镇、十河镇、双沟镇、赵桥乡、十九里镇、
大杨镇、城父镇，涡阳县义门镇。其中以十九里镇、
憔东镇 （ 由原辛集乡、大寺镇合并成立 ） 和魏岗镇
种植较多。山西茵城、河北巨鹿、河南栗川、广西
恭城等地有引种栽培。毫菊栽培品种有小毫菊 （ 毫
菊 ）、大毫菊 （ 大马牙、臭花子 ）、特种毫菊三种。
其中小毫菊被认为是正品毫菊，质优，现处于保种
状态。大毫菊质次，价格便宜，现为毫菊主栽品种。
毫菊的传统加工方法是割下花枝或全株，用细绳捆
成小束，悬挂于通风的屋内或房外屋檐下阴干，然
后摘下或剪下头状花序。现也有采摘鲜花烘干，或
鲜花经蒸汽杀青后烘干的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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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菊的传统加工方法是采摘
头状花序经熏硫后晒干。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滁菊研究所积极推广以
微波杀青为主要技术手段的滁菊

贡菊又称徽菊，是作为茶菊发展起来的，主产
于安徽款县。据款县农委原副主任毕小卫先生介绍 ：
贡菊是款县岔口镇绍前村 （ 现庙前村 ） 茶商张亦光

源芳等 ２１ 个乡镇。２０１２ 年黄山市种植面积为 ３７３３
ｈｍ２，其中款县种植菊花 ２６６７ ｈｍ２，休宁、其他区
县徽州区、黄山区各 １３３．３ ｈｍ２。２０１３ 年黄山市贡
菊种植面积仍稳定在 ３７３３ ｈｍ２。

新加工工艺，鲜花经微波杀青后，

由浙江德清引入，交由同村张九如种植，次年 （ 清·光

“晚熟品系”较“中熟品系”开花迟 １５～２０ｄ，

在 ３０～６０℃温度下烘数小时，并

绪二十二年，即公元 １８９６ 年 ） 白菊花种出后品质优

品质最优，但每亩产量偏低，种植较少，现有少量

在工具 （ 场地 ） 上晾晒至干。目前，

良，朵大艳丽，此时便是贡菊诞生之良辰。

种植的“晚熟品系”贡菊主要是花序黄白色的品种，

滁菊加工多采用蒸汽杀青后烘干
的工艺方法。
滁菊在历史上的应用，在北

二、滁菊

三、贡菊

贡菊现主产款县，辐射整个黄山市。栽培品

烘干后的商品称“贡菊王 （ 皇 ）”，较一般的贡菊 （ 中

种有“中熟品系”“晚熟品系”“药菊”和“脱毒

熟品系 ） 颜色略微发黄，价格较高，种植主要集中

贡菊”（ 组培贡菊、七月菊 ） 四种。其中，“中熟

在款县许村一带。

方认为是以饮品为主，入药次之的菊花 ． 在南方则

品系”是主栽品系，即传统的“贡菊”（ 黄山贡菊、

滁菊以产于滁州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全椒

是以药用为主，尤其在江浙一带，被认为是药用

徽州贡菊 ）。

县的滁菊种植逐渐增多，成为滁菊的主产区，在

菊花中最好的品种。叶橘泉先生在《现代实用中

当时滁菊也被称为“全菊”。

药》中称 ：“安徽滁州产者最清凉，不苦不甜，白

立冬前后开采，主要分布于款县及休宁的部分乡镇。

菊中以此为最良，浙江杭州产者次之。俗谓杭菊湿，

款县的种植核心乡镇有北岸、三阳、溪头、小洲、

舌状花层数和总个数均较少，管状花较多，药味较

影响，滁菊种植面积急剧缩小，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毫菊、徽菊燥，滁菊不湿不燥，故在江浙一带名

许村、上丰、岔口、桂林、金川等 ２５ 个乡镇 ； 休

浓。该品系种植量较少，虽名“药菊”，但还是以

代中后期，种植面积跌至最低，不足百亩，整个

医处方中常以滁菊代替其他菊花，而其他菊花不

宁种植核心区为蓝田、海阳、齐云山、万安、渭桥、

茶用为主，很少药用。

滁州地区只有零星种植。滁菊产量也随之下降，

能代替滁菊”。１９９８ 年扩大种植以后，滁菊主要

１９９７ 年降至历史低点，产量不足 １ 吨。

以茶用为主。目前，滁州菊花深加工产品主要以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

１９９８ 年以后，随着当地市区两级政府对滁菊

菊花茶 （ 滁菊干花 ） 为主，市场份额达到 ８０％，菊

资源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从

花保健产品如滁菊保健枕，滁菊饮料的销售比重

事滁菊新品种培育、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的研究机

逐年增加，目前己占菊花产品销售总额的 １０％。

构 （ 滁州市滁菊研究所 ），推动了当地滁菊种植生

消费者购买滁菊

２

产的发展，现滁州常年种植滁菊 ６６７ ｈｍ 以上 （１

的主要渠道是茶

万多亩 ），年产滁菊成品 ４００ 吨左右，核心产区在

行、 药 店 和 农 特

滁州市南憔区。种植较多的乡镇街道有南憔区施

产 品 店。 销 售 地

集镇、大柳镇、珠龙镇、章广镇，琅琊区西涧街

区以滁州为中心，

道 （ 西涧街道历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由原南憔区

省 内 为 主， 省 外

的南憔办事处、城郊乡、三官集乡三个乡办合并

主要集中在江苏、

成立 ），全椒县石沛镇。

浙江、上海等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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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贡菊”（ 中熟品系 ），多植于山坡地。

１９８６ 年以前当地还普遍种植一种属早熟品系
的品种，称“资菊”，当地习惯称之为“次菊”，
以次于贡菊一等得名，现己淘汰不种。
“药菊”花序为黄色，故也称“黄药菊”，朵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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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黄山市科技试验站，通过现代组织培养技术对原中熟品系的黄山
贡菊进行提纯复壮，于款县金竹岭取样进行组织培养，培育样品中发现可于 ７
月和 １０ 月开二季菊花品系，且产量高于原传统黄山贡菊，但有明显苦味，商
品称“脱毒贡菊”“组培贡菊”“两季贡菊”“七月菊”“苦贡菊”，其 １０
月开的第二季花，有较多明显可见的管状花，与一般贡菊不同，又称为“太阳
花”。 该 品 系 多 种 于 大 田，
贡菊的采收加工现大多仍沿用传统的方法，采摘鲜花后烘房烘
干，少数使用新型杀青脱水烘干为一体的贡菊烘干加工机生产。

主要分布于休宁，种植核心
乡 镇 有 海 阳、 源 芳、 五 城、
兰田、兰渡等 ； 另外，徽州区
杨村、洽舍乡，黄山区樵村，

黯县碧阳镇金家岭等地也有部分种植。２０１２ 年在黄山市种植 １３３３ ｈｍ２， 其中休
宁县 １１３３ ｈｍ２， 徽州区 １３３．３ ｈｍ２，黄山区樵村和黯县的金家岭 ６６．７ ｈｍ２。在贡
菊原产地款县无种植。
贡菊的采收加工现大多仍沿用传统的方法，采摘鲜花后烘房烘干，少数

鸣街道 （ 产杭白菊较多的同福乡己于 ２００７ 年并入凤鸣街道 ） 最多，栽培品种主

使用新型杀青脱水烘干为一体的贡菊烘干加工机生产。贡菊一向以用于茶饮

要是“早小洋菊”。采收加工的商品以“胎菊”为主，即采收杭白菊未完全开

为主，兼顾药用。在北京市场调查发现，近年贡菊药用量较以前有所增加。

放花序，以花蕾充分膨大，花瓣 （ 舌状花 ） 刚冲破包衣但未伸展为标准，蒸汽

贡菊在浙江杭州淳安县、绍兴新昌县，云南昆明、曲靖沾益县盘江镇，
四川宜宾绮连县，广东梅州大埔县等地有引种栽
培。其中紧邻安徽黄山歙县的浙江淳安县，贡菊
的种植生产己形成一定规模。

杀青后烘干，花型完整，均呈朵状，商品称杀青花 （ 朵花 ），本品以茶用为主，

江苏射阳杭菊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从浙江桐乡引进，当地杭菊花种植
主要集中在射阳县洋马镇，现今种植面积约 ４０００ ｈｍ２，是杭菊花的最大产区，

杭菊花商品有杭白菊和杭黄菊两种，其中以
杭白菊种植量大，产区也最为广泛，杭黄菊种植量
较少。

其中杭白菊约占总种植量的 ９７．５％。目前当地种植的栽培品种主要是“小白菊”，
加工商品以杀青花、胎菊为主 ； 也有少量的“脱水花”，是由采摘的鲜花直接
烘干而成 ； 单家单户菊农还有少量“杭菊饼”加工。

（1）杭白菊

湖北麻城市现有菊花种植面积约 ３３３３ ｈｍ２，产量可达 ５０００ 吨以上，主产

杭白菊现有浙江桐乡、江苏射阳和湖北麻城

于麻城市北部山区的福田河镇，及其周边的黄土岗镇、乘马岗镇、顺河镇、三

三大主产区。浙江桐乡是杭菊花的传统道地产区，

河口镇。因为以麻城市福田河镇为核心产区，当地所生产的菊花也称为“麻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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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 （ 舌状花 ） 伸展，采收加工杀青花 （ 朵花 ），则采摘开放花序，用蒸汽或微波

兼作药用 ； 传统加工的“杭菊饼”现己少见。

四、杭菊

24

杀青后烘干，主要供茶饮使用 ； 采收后期，其因杭白菊花序大都己经开放，花

主产杭白菊，常年种植面积达 ３３３４～４０００ ｈｍ 。

福白菊”“福田河白菊花”，简称“福白菊”。栽培品种有白菊和金菊两大系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杭白菊种植以桐乡市的石门镇和凤

列，其中白菊品种有红心大白菊、小白菊等。当地菊花加工商品有胎菊、菊花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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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和杀青花。
除上述三大主产区外，山
西 茵 城、 河 南 林 州 等 ３０ 多 个

目前，毫菊、滁菊、贡菊、杭菊、怀菊、祁菊、济菊、川菊等八大菊花
商品都有种植生产。

县 （ 市 ） 也有引种栽培。

（2）杭黄菊
“杭黄菊”也称“黄菊花”，
有大黄菊和小黄菊两个类型，
怀菊的传统加工方法是割下花枝或全株

主要供药用，其功效和白菊花

阴干后再摘花，现加工方法多为摘鲜花后烘干。

各有所长。黄菊花长于疏散风热，白菊花善于平肝、养肝明目。

怀小白菊、怀小黄菊现在北京市都有销

大黄菊目前仅在江苏射阳洋马镇有一定量的栽培，２０１４ 年种植 １００ ｈｍｚ

售使用，怀小白菊以药用为主，怀小黄菊以茶

（１５００ 亩 ），仅占杭菊总种植量的 ２．５ ％，传统加工是将其开放花序蒸制晾晒成

用为主。

菊花饼，现在多采用蒸汽杀青后烘干的加工方法。

山西运城茵城县、临汾襄汾县，河北保

小黄菊原本是杭黄菊的主要品种，采收加工方法是采集开放花序直接烘
干，主产地是浙江桐乡。因只作药用，又称药菊花，因产量、价格均较杭白菊低，

定安国市、邢台巨鹿县，安徽毫州，山东滨州

且销路不畅，现己很少有种植，文献报道“仅桐乡产区能见在田头埂边留了

惠民县等地有引种栽培。

一点种苗而己”。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桐乡石门镇实地调查，未见小黄菊种植。

六、小结

五、怀菊

目前，毫菊、滁菊、贡菊、杭菊、怀菊、

怀菊是“四大怀药”之一，主产于河南焦作，其中以武陆 （ 北郭、大封

祁菊、济菊、川菊等八大菊花商品都有种植生

等乡镇 ）、温县 （ 武德、赵堡等乡镇 ） 种植较多，现常年种植都在 １ 万亩左右。

产。其中以茶药两用，茶用为主的杭菊、贡菊

怀菊现栽培品种有怀小白菊、怀小黄菊、怀大白菊 （ 大怀菊 ） 和怀珍珠

种植生产最多，且入药用量较以前有所增加。

菊。其中以怀小白菊种植较多。怀大白菊 （ 大

以药用为主的怀菊、毫菊、祁菊，在主产区的

怀菊 ） 是由毫菊移栽变异的品种。怀珍珠菊是

种植量都在 ６６７ ｈｍ２（１ 万亩 ） 左右，其加工方

培育出的怀菊新品种，己成为温县当地主栽品

干燥法除传统的阴干法外，也都有摘花后经杀青烘干或直接烘干的方

种之一，多以花蕾入药和茶饮，一般在花蕾未

法。曾经失种的川菊，现己恢复种植，是以保种为主，少量采收加工

绽开时采摘 （１０ 月中上旬 ）。怀珍珠菊头状花

为川菊商品。济菊是目前种植生产最少的品种，原以药用为主，现主

序顶生或腋生，呈扁球形，直径 ２．５ ｃｍ，花序

要供茶用，其加工干燥方法也由传统的阴干法改为了直接采摘花序经

外围舌状花 ２～５ 层呈轮状排列，色泽初白后

微波杀青后烘干。

变粉红，经霜变紫红色，中间为黄色管状花，
花期 １０ 月中下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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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锦溪集团模式的发展

供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修剪等技术服务。目
前，集团有 ３５ 个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扎基地指导

（一）强化农户合作，固化发展模式

锦溪集团：
模式提高产量，技术优化质量
■ 新疆农科院研究员、惠农兴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沈鸿

平和琯溪蜜柚是福建地区的优质蜜柚品种，早在清乾隆年间就被列为贡品。福
建锦溪集团围绕平和琯溪蜜柚，大力发展产业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平和琯溪蜜柚的
产量，开拓了国内外市场，为当地种植户创造了良好的收益。为近年来锦溪集团在
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上健康稳步的发
展。同时，集团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为社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贺国强、
孙春兰、陈冬等中央、省、市领导都前来集团视察并对集团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锦溪集团之所以能造就如今的成就，与其强化农户合作发展模式、发挥区位优势、

生产管理。集团结合蜜柚关键生产期，还会定期举

锦溪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与农户合

办生产技术培训班，聘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授

作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企业优势和当地土地、劳

课，为果农无偿提供技术服务。每年印发 ３．５ 万分

动力资源优势互补模式。坚持以产销连接为纽带，

的培训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宣传材料。

以服务连接为桥梁，以利益连接为核心，以机制连

另外，集团每年还向未合作专业户及周边的果农提

接为保障。构建起公司、基地、农户之间的合作机制。

供 ２．５ 万吨的优质、廉价的生产资料。同时，集团

以“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生产化经营

为合作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培训，力求在与果农的

管理，以“公司 ＋ 农户”的模式进行种植基地建设，

合作中实现标准化生产，做到统一种植技术，统一

以“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科研成果转换。

供应种苗、药肥，统一防治病虫害和农残检测，统

1、以“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生
产经营管理

一收购加工，有效提高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能力。
2、以“公司 + 农户”的模式进行种植基地建设

锦溪集团通过土地、技术、资金入股等方式，

锦溪集团在种植基地建设上的基本思路为“面

选择发展意识强、勤劳刻苦的果农，与他们建立股

向农村、服务果农、互利双赢”。主要通过各种科

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统一农产品的“种、管、

技示范和技术推广服务等方式，引导果农调整蜜柚

收、运、销”，实现资源共用、利益共享、风险共

种植结构，保障果农的经营自主权；遵循市场规律，

担，促进分散、独立、小规模经营向团体、合作、

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断探索与果农的有效联结

大规模经营转变。“十五”期间，集团采取各种形

形式，自觉维护果农利益，在发展中实现“双赢”。

式，共与 ２２０５ 个农户建立合作关系。到 ２０１２ 年，

以此为指导方针，锦溪集团与当地种植户以“公司

与 ４４７６ 个农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 农户”的方式，合作建设的蜜柚种植基地面积达

在构建股份制或股份制合作企业之后，努力

１３ 万亩，通过技术推广等其他方式带动农户种植

为果农提供种子、资金、技术等全方面的
服务。通过与各级农业部门合作举办技术
培训班，投资新建了 １５００ 平方米的培训

重视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拓展经营思路高度相关。使得锦溪集团在十几年的

中心。与农户建立技术合作关系，根据农

发展历程中，克服困难，不断壮大，成就辉煌。

户提供的果园面积、地理位置、栽培时间、
日照条件、土壤湿度和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集团按企业标准要求，派出技术人员对果
园进行土壤分析、病虫害测报，为果农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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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肉新品种蜜柚，面积达 １５ 万亩。其中“十五”期间，与农户合作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间，集团累计

王”宝座，被国家农业部批准为

种植溪蜜柚 ６．２ 万亩，户均种植面积 ２８．１２ 亩，实现产值 １．１５ 亿元。

投入资金 ３５２８ 万元，推广和应

全国优质农产品称号；１９９９ 年，

到 ２０１２ 年，联产种植蜜柚面积 ７．５３６ 亩。

用琯溪蜜柚果实套戴的果园面

获得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

锦溪集团还找准突破点，以“龙头企业带基地连农户”的基本

积 ２５．２ 亩；累计投入资金 １５００

产 品” 证 书；２００７ 年 成 为 了 欧

模式，合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建立万亩示范园

万元，推广和应用测土配方平衡

盟 １０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一。

区，引领和辐射全县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间，集团

施肥的果园面积 ３０ 万亩；累计

而锦溪集团正是成立于

累计投入 ２８５０ 万元，建成前有垅，后有沟，园内土质松软，排灌顺

投入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推广大量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正 值 琯 溪 蜜 柚 处

畅的“三保”标准果园 １．０５ 万亩。新建和维修果园道路 １０５．４８ 公里，

使用有机肥料和菌肥的果园面积

于蓬勃发展之际，锦溪集团围绕

新挖果园蓄水池 ２９８０ 立方米，新铺设果园灌溉水管 ３２．４８ 公里，维修、

３０ 万亩。应用了有机肥、菌肥

蜜柚这一特色产品，逐步形成集

清理和新挖果园排灌水沟 ７０．４ 公里。集团先后建立种蜜柚种植示范

和果实套袋等新技术后，产品品

溪蜜柚、香蕉、芦柑等各种优质

基地面积 ２ 万多亩，带动种植农户 ２ 万多户。

质得到了有效的提高，特别是套

3、以“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进行科研成果转换

袋技术直接经济效益明显。２００８

锦溪集团借力“基地 ＋ 农户”的方式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投入

年以来，琯溪蜜柚果实有套袋的

大量人力物资进行技术推广，带动蜜柚新品种种植，取得了较好效益。

产品收购价格比果实没有套袋的

产品每吨高 ５００—８００ 元，按每吨 ５００ 元计，每亩果园产量 ２ 吨计，
每亩果园可增加收入 １０００ 万元，２０１１ 年平和全县琯溪蜜柚果实套袋
的果园面积 ４０ 万亩，果农可共增加收入 ４ 亿元。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发挥公司自建基地的示范作用，扶持周边
果农科学种植蜜柚，保障蜜柚品质，提高果农收入。果农在此过程中
学习到先进的果树栽培技术，为果农家庭种植业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二）立足特色产品，发挥区位优势

品贸易、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为一
体的综合型企业，拥有万亩套袋
平和琯溪蜜柚生产基地，锦溪集
团创建的自主品牌“锦溪”牌琯
溪蜜柚在参加全国各类袖类鉴评
均获金奖。２０００ 年该品牌获“福
建 省 名 牌 农 产 品” 称 号， 同 年
１０ 月参加昆明绿色食品博览会

锦溪集团的特色产品为平和琯溪蜜柚，该产品至今已有 ５００ 多

获一等奖。“锦溪”牌琯溪蜜柚

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清乾隆年间它就被列为朝廷贡品。新中国成立后，

于 ２００４ 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

由于历史的原因，琯溪蜜柚抢救、推广工作遭到冷落和阻碍，延误发

予“福建名牌产品称号”，２００７

展。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和县委、县政府把抢救、发展

年更是荣膺国家工商总局的“中

琯溪蜜柚作为主攻项目，并得以迅速发展。琯溪蜜柚富含镁、钙、铜、

国驰名商标”的光荣称号。

类胰岛素、枸橼酸。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因而受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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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茶叶等农产品加工、农产

1、立足特色产品，建立自主品牌

铁、铝、钛、锰、钒、磷、氯等 １０ 多种矿物质元素以及大量维生素、

30

水果生产，优质种苗培育、繁育，

2、根植当地发展，发挥区
位优势

的热捧。琯溪蜜柚于 １９８３ 年，参加福建省柚类品评，名列第一，展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

现了昔日的风采，成为由贡品走向商品的转折点。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琯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溪蜜柚参加全国优质水果评选会，综合评分名列柚类榜首，登上“柚

摄氏 １７．５－２１．３ 度，雨季长，雨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31

企业案例 | Business Case

企业案例 | Business Case

量充沛，年平均 １６００－２０００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平县日益发展的

别提到“推动水果产业发展要重点支持锦溪集团等

施 ８０００ ㎡。该项目达产后，年产果胶 １０００ 吨，据

１４００ 毫米，日照和太阳辐射时间中等，年平均霜

工业能力为集团产品的加工、包装提供了强大的技

企业”、“以锦溪集团等企业为龙头，推进规模化

测算需消耗接近 ２ 亿公斤的蜜柚废果、次果及果皮

期为 ４１．３ 天，春秋冬温差小，气候温暖，夏季较长，

术支持；和平县扎实的产业化进程和农户、企业的

设施蔬果基地建设和精深加工业发展”。

果渣，在生产果胶的同时，不仅变废为宝，解决废

但酷热严寒少见，适宜各种农种物生长和各种产业

合作发展为集团的扩张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发展动

投资。且平和县农业产业化扎实推进，２００８ 年新

力。此外，锦溪集团还得到国家和福建省政府、漳

1、进军生物科技，延长产业链条

果的销售难题，为农民的增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开办农产品加工企业 ４ 家，新组建蔬菜、茶叶等农

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１９９８ 年，集团成立当年即

锦溪集团敏锐的发觉近年来，果胶市场需求

目前该项目已有 １ 条果胶生产线正式投产，已消化

民专业合作社 １０ 家，成立全省首家县级农资行业

被漳州市政府授予“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称号；

迅速增长，全球上规模的 ６ 个厂家扩大生产，仍不

５００ 万公斤次果、废果，为果农新增销售收入 ２００

协会；建成蜜柚出口示范基地 ４６ 个 ０．５３ 万公顷。

１９９９ 年被省政府确认为全省 ２０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

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其他企业由于技术壁垒，以及

万元。

因其良好的地理环境和琯溪蜜柚的快速发展，平和

“龙头”企业之一；于 ２０００ 年被国务院八部委联

原料来源的限制，无法进入该行业。在此背景之下，

县在 １９９５ 年被命名为“中国琯溪蜜柚之乡”。

合选定为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斥资收购“福建华澄生物科技有限

锦溪集团本是全资国有企业，集团领导大多

经省技术监督局考评通过，被评为“省级琯溪蜜柚

公司”５１％ 股份。

由该县农业局领导担任。因此，锦溪集团可以充分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在近期的《福建省 ２０１４ 年

福建华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研发及完全

利用地理区位优势，根植于当地的发展。和平县优

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福建省人民

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工艺，拥有世界领先的免加热生

越的自然环境为集团的蜜柚、茶叶、果蔬等农产品

政府关于产业龙头促进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分

物提取技术，已获得国际、国内各项技术专利 ２０

（三）延伸产业链条，优化经营管理

果皮渣污染环境的问题，还为彻底解决了废果、次

多项，主要针对农产品、植物、动物提取食品添加
剂、药品原料、保健品原料、化妆品原料。公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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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专业生产系列蜜柚果胶，计划总投资 １２ 亿元。

2、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培育经济增长点

一期果胶自动生产线于 ２０１１ 年正式投产，占地面

锦溪集团在做大做强企业的过程中，主动承

积 ４６０ 亩，总投资 ３ 亿元，年产果胶 １２００ 吨。公

担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打造特色农

司还投入巨资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厦门华澄生

业强县”的工作部署，以发展平和蜜柚产业、努力

物工程研究开发有限公司，该研发中心专注于生物

增加农民收入为己任，充分利用现有的蜜柚基地资

科技领域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研发中心的建筑面

源，转换思路，科学规划，跳出农业做大观光旅

积 ４０００ 平方米，拥有价值近千万的实验仪器设备，

游，跳出传统蜜柚产业生产模式以寻求更新的发展

聘请了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并与福建的高校和

空间。锦溪集团乃至整个平和县发展观光农业旅游

科研机构紧密合作。雄厚的研发实力和技术支持，

的优势明显，集团充分利用好“平和琯溪蜜柚”这

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抢进的动力。

一地理标志，充分利用蜜柚春季开花，秋冬季节收

锦溪集团在收购福建华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获的季节性特点，加强农家乐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与

之后，建设利用次果、废果及果皮渣生产果胶的

完善，继续深化推进“赏花游”和“采摘游”，让

生产线 ３ 条、生产有机肥生产线 １ 条。该项目占地

游客春季来平和踏青赏柚花，秋冬季可以体验采摘

２３７ 亩，新建厂房建筑面积 １６０００ ㎡，其他配套设

蜜柚的乐趣，将旅游与农业深度捆绑，以进一步促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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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民增收创益，打响“柚香四海·生态平和”的旅游品牌。
锦溪集团的琯溪蜜柚科技示范园是“福建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位于

企业案例 | Business Case

闽能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
１９８１ 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

平和县厝丘村，距离县城 ２ 公里。７ 万亩琯溪蜜柚一碧千里，自然风光一望无垠。

与创新，今天的闽能集团，已发

区内还有名人种植园、自助采摘园、情侣林等景点。集团力图将锦溪蜜柚科技

展成为以投资管理为纽带，金融

示范园打造成自驾旅游营地和休闲观光农业基地。此外，集团还在蜜柚基地投

投资、工程建设、物流贸易、生

资建设近 ２０ 公里的越野汽车和越野自行车赛道，与省汽车运动联合会合作连

物制药、节能照明、现代农业等

续举办两届“福建省汽车越野大奖赛”，吸引了包括港台赛车手在内的山地汽

六大板块为核心的多元化、综合

车、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选手参加。省政协李主任及省体育局等主要领导到现场

性企业集团。闽能集团多年来一

前来观看助阵，更好地营造了“平和锦溪蜜柚”品牌氛围，向休闲观光农业突

直被评为“中国服务业企业 ５００

破，实现单纯农业发展模式的突破。

强”、“福建企业 １００ 强”、“厦

3、紧随时代发展，创新运营模式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锦溪集团以发展成为一个围绕农业建立的产业
集团，由一个核心公司、五个控股公司、四个参股公司、一个科研所和一个农
业服务单位构成。如今，锦溪集团着力发展符合我国当前农业发展趋势的运作
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将农业的运营模式细分为“标准农业、有机
农业、品牌农业、订单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等
八个运作方向，各个细分板块相辅相成，协同发展。集团以现代农业区的先进
生产技术解决农产品综合成本过高的问题，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政府
提出的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同
时，深化集团现有模式的优势，通过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客户签订的合同，
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商品意
识和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有效缓解“三农”问题带来的矛盾。

二、锦溪集团模式的重点
（一）注入社会资本，推动企业发展
锦溪集团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所有制改革，

门服务业企业十强”、“福建省
建 筑 业 先 进 企 业”、“ 福 建 省
ＡＡＡ 级信用企业”、
“福建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上海市福建商会先进企业”、
“闽商建设海西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称号。下属核心企业包括：厦门华澄
集团有限公司、闽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闽能光电集团有限公司、闽能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华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闽能农林集团有限公司等。
锦溪集团加入闽能集团之后，成为其现代农业业务板块的核心组成部分。
闽能集团的资金注入，为推动企业发展有重要作用，使得锦溪集团能与闽能集
团其他企业相互协作，实现技术共享和资源共享，为锦溪集团的科技创新和业
务拓展提供物质基础。之后的 ２０１３ 年，锦溪集团收购福建华澄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５１％ 的股份，而该公司正是闽能集团下属公司厦门华澄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投
资兴建的。同时，可以得到同属于厦门华澄集团的厦门华澄生物工程研究开发
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

（二）注重科技创新，搭建销售平台
1、坚持“科技兴企”道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

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改组，于 ２０１２ 年由闽能投资

公司坚持走“科技兴企”的发展道路，为提高蜜柚产品质量，公司建立

有限公司收购其 ６０％ 股份。闽能投资有限公司是

良种繁育基地，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专门的研发结构，２０１３ 年集团科技研发

一家专业从事股权投资、上市并购、财务顾问、投融资管理的专业化公司，注

人员 １１６ 人 ，科技推广人员 ７１ 人，其中高级职称 ６ 人，中级职称 ２３ 人，初

册资金 １ 亿元人民币。而闽能投资有限公司隶属于闽能集团。

级职称 ３８ 人。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分别为 ６３ 万元和 ５５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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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科技推广投入为 ５８ 万元和 ６５ 万元。集团长期

集团转化“平和县出口蔬菜绿色生产示范基地项

与福建省农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进行

目”的项目成果。该技术成果经过几年来的田间反

“产学研”合作，把一些影响蜜柚产量、质量的课

复试验，筛选出适合出口的 ９ 个蔬菜新品种和 １３

近 年 来， 江 西、 湖 南 等 地

题和蜜柚木质化、成熟期集中等技术难点作为专题

种防治豆类、菜类等病虫害高效安全药剂，明确了

政府考察团及民间组织多次参观

攻关，通过技术攻关，培育高产良种。

蔬菜病害 ５８ 种，害虫 ３６ 种以及烟粉虱农田寄生植

锦溪集团蜜柚标准化种植基地。

物 １７ 科 ６２ 种等技术。该成果 ２００４ 年经省科技厅

如今，琯溪蜜柚已成功引入广东

上，福建锦溪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

成果鉴定（闽科鉴字 ［２００３］ 第 １３７ 号）并获福建省

梅州、湖南永安、江西吉安、四

院合作，实施“琯溪蜜柚粒化、裂瓣及采后酸化矫

科技二等奖。

川成都等地种植，为当地农民增

２００４ 年，在第二届“中国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

皮、渣提炼果胶的产业化技术研究，为实现蜜柚产业升级而不懈努力。
2、提高市场知名度，搭建国际销售平台

治技术产业化项目”，对 ５００ 亩示范片进行矫治，

锦溪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承担了省科技厅“重大专

收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为提

并推广应用到 ５０００ 亩基地，总有效率达到 ９２％ 以

题专项”科研项目“柚优良种质培育体系的建立及

高琯溪蜜柚的产品知名度起到巨

上，年增加利润 １５０ 多万元。该项目入选“十大 ６．１８

配套优质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同时获得

大推动作用。此外，为充分展示

优秀转化项目”候选项目。不但改善了琯溪蜜柚的

省科技厅科技项目扶持资金 １２０ 万元。收购福建华

了琯溪蜜柚产业的发展成就，提

外观，还提高了品质和产量，使其成功打入欧盟市

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份后，继续加大科

升集团产品的对外知名度，锦溪

场。２００６ 年，福建省农科院蔬菜研究中心向锦溪

技投入，与中国农学院合作，致力于利用蜜柚废果、

集团已经连续两年，作为主办单位，参与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平和）
蜜柚节，为推动“特色农业强县、文化旅游名县、生态工贸大县”建
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
锦溪集团致力于搭建全国性的销售平台。锦溪集团在发展蜜柚
产业的过程中，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上海、沈阳等
人口密集的八大城市，与当地的果品公司或批发市场联合建立了八
锦溪集团采取与家

个农产品联合营销公司，市场联营面积近 １０ 万平方米，在全国 ２６ 个

乐福、山东加农等熟悉

省市中心城市设立了 ５２８ 个直销点，组织带领通集团建立联销关系的

国际市场游戏规则、长

１３１１ 个营销专业户，深入联营市场和直销点搞营销，形成了营销网络。

期经营农产品出口业务、

２００５ 年，与锦溪集团建立联销关系的人员，累计营销溪蜜柚 ８．２８ 万吨，

且实力雄厚的商家和公

人均销售 ７０．８２ 吨，营销值 １５．５８ 万元，利润 １．２５ 万元。此后，锦溪

司合作，共同推出琯溪
蜜柚出口。

集团呈现爆发式的发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包括蜜柚在内的主要水果
产品交易额分别达 １３．５７ 亿元和 １３．６６ 亿元，产品产销率高达 １００％
和 ９８％。
在国际市场上也逐步取得突破，锦溪集团采取与家乐福、山东
加农等熟悉国际市场游戏规则、长期经营农产品出口业务、且实力雄
厚的商家和公司合作，共同推出琯溪蜜柚出口。２００３ 年 ８ 月，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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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０００ 亩的琯溪蜜柚生产基地注册为出口基地，产品达到欧盟市场

度重视质量安全防控工作，在基

准入要求，基地获得了柑桔类产品出口法国的认证。集团于 ２００４ 年

地化经营基础上，建立了预防、

实现 １６５６０ 公斤蜜柚顺利出口法国，实现我国柑桔类水果首次进入

把关、报告“三并重”的质量检

欧盟市场。２００５ 年集团优质农产品直接出口业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验程序和质量把关制度，实现了

累计组织琯溪蜜柚直接出口欧盟、加拿大、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

种植、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

８０００ 吨，贸易额 ４６０８ 万元人民币。２０１１ 年累计组织琯溪蜜柚出口 １．８１

售消费的全过程有效控制，有力

万吨，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了 ４００％。２０１３ 年，锦溪集团更是进驻上海临

地保障了食品安全，构建农产品

料使用规程》及各项检验标准，

港自贸区，引入商贸物流概念支持订单农业的运作，形成“园区护航

质量可追溯体系。与此同时，锦

应用绿色食品产品标准生产，

溪集团把实施农业标准化作为提

制定了《人事劳动制度》、《质

升企业层次，实现持续发展的战

量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来规

略性工作来抓。将农业标准化与

范公司管理。这些规程的制定

各项管理制度相结合，为标准化

和实施，规范了蜜柚良种种植，

＋ 基地示范 ＋ 企业运营 ＋ 农户生产 ＋ 机构推广 ＋ 院校支持 ＋ 政策惠农”
的企业经营模式，率先建设一个能服务全国“三农”、辐射海内外的
世界级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由此，锦溪集团成功在国内外搭建起强
大的销售网络。

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保障产品质量，建立标准体系

锦溪集团在有关部门的指

锦溪集团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标准化等服务体

导下，按照农业标准化生产相关

系。以此保证蜜柚的产品质量。锦溪集团注重把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

规定的要求，组织公司科技人员

任作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关键紧抓不放，高

制订了《农药使用规程》、《肥

目前，琯溪蜜柚总产量以每年 15% 左右的速度递增，市场价格趋向平稳。
应该说，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福建锦溪集团功不可没。

促进了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
设。锦溪集团在基地建设的过
程中，不断规范田间档案管理、
土水肥药等的使用标准，使基地蜜柚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持续上升，
农残合格率达 ９９％ 以上，于 ２０１３ 年，顺利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０、ＧＡＰ 认证，
获得出口备案的种植基地面积达 ２６０１０ 亩，通过“三品一标”认证
的面积达 ６８００ 亩。

（四）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
锦溪集团所在的平和县，全县 ５７ 万人口，其中有 １０ 多万人从
事与蜜柚相关的产业，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三分之一来自蜜柚。
２００５ 年全县面积达到 ４５ 万亩、产量 ５０ 万吨、产值 １０．２ 亿元，实现
农民人均蜜柚收入 １８００ 元，成为全国最大的以县为单位的柚类生产
基地之一。２０１１ 年全县种植面积达到 ６０ 多万亩，蜜柚产量超过 １００
万吨，占据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平和县政府也依托强大的政策和
资源优势，加强与锦溪集团在内的企业合作不断扩大蜜柚的生产规模。
产品深受国内外客商赞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分别出口 １０．８ 万吨、１２ 万
吨和 １１ 万吨，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出口实现检疫性病虫害、农残出关抵
关检验零通报。２０１１ 年出口蜜柚基地规模更是达 ６６ 个专业合作社、

38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39

企业案例 | Business Case

企业案例 | Business Case

３０ 个果园基地，种植面积达到
２０ 万亩。
目前，琯溪蜜柚总产量以
每 年 １５％ 左 右 的 速 度 递 增， 市
场价格趋向平稳。应该说，作为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的福建锦溪集团功不可没。
２０１３ 年，锦溪集团企业员工人
数达 １０５０ 人，经营土地 ２６０１０ 亩，
总资产达 ４１０３８ 万元，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 １４０２３０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３％，净利润 ７５１４ 万元，上缴
税收 ５５７０ 万元。公司所建成的蜜柚种植基地中，公司全额投资建设
蜜柚种植基地面积达 ２６０１０ 亩。可以说锦溪集团的发展不仅极大的带

三、锦溪集团模式的启示
（一）发掘特色产品
农业生产企业产品的选择至关重要，具有特
色的农产品不仅在市场拓展中占有先决优势，同
时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此外，立足本地发
掘特色产品，能够发挥地域优势，实现农企联结，
争取政策扶持，对企业快速发展有重要意义。锦溪
集团正是从当地的现有农产品资源中，发掘特色
产品，以琯溪蜜柚为重点，逐步拓展其他水果业务，
并深入生产、加工、销售领域，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益。基地建设环节上，采用与农户共同开发和自有
基地建设带动农户建设的模式，实现种植面积的迅
速扩大，大大提高产品产量。在经营管理环节，与
农户建立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通过培训提
高农户专业技能，统一农产品的“种、管、收、运、
销”，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在销售环节，与农户建
设销售合作关系，带领建立联销关系的营销专业户，
深入联营市场和直销点开展营销工作。通过农户合
作的模式，锦溪集团得到了高速的发展。
此外，锦溪集团勇于突破单纯的农业生产企

由此可以看出，选择琯溪蜜柚作为主打产品是锦

业的束缚，挑战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生态等

溪集团扩大规模，发展成综合性集团企业的关键

多方面业务。将锦溪蜜柚科技示范园打造成自驾旅

一步。

游营地和休闲观光农业基地，涉足农业生态旅游行

动了周边农民增收、解决当地农民就业，同时对于促进和平县农业进

业。积极参与举办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平和）蜜

程、经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柚节，推动农业文化进展。锦溪集团在经营管理上

具体而言，在基地建设的同时，锦溪集团就积极发挥集团自建

的模式优势和产业链延伸发展是其战胜诸多蜜桔生

基地的示范作用，扶持周边果农科学种植蜜柚，保障蜜柚品质，提高

产企业，最终成就辉煌的重要基石。

果农收入。仅 ２０１３ 年，在基地建设中，集团就近聘请果农作为基地

（三）注重科技创新

建设季节性工人人数达 ５５０ 人，工资达 ４１０ 万元，让果农实现就近就
业的。此外，集团建设基地部分租用农户土地也能给农户带来丰厚

琯溪蜜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是因为其

的资产收入，其中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企业租赁农户土地支付的租金都为

极高的营养价值和绝佳的口感，但蜜柚的种植难度

３８５ 万元。基地投入生产使用后，锦溪集团通过与基地户签订合同，

又高于其他水果，因而蜜柚的品质是蜜柚生产企业

明确责任；通过制定保护价格，提高基地农户的种植积极性。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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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经营管理

关注的核心。为了提高琯溪蜜柚的品质，降低种植

和 ２０１１ 年通过合同联结带动农户数为 ４４７６ 户，按合同收购农产品比

锦溪集团能够从众多琯溪蜜柚生产企业中脱

难度，锦溪集团坚持“科技兴企”的发展道路，与

按市场价多向农户支付的金额分别为 ８５７ 万元和 １００４ 万元，通过合

颖而出，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并拥有“中

科研机构合作和农业院校合作，研究种植技术、栽

作方式向农户返还利润分别为 ３１３７ 和 ３２６５ 万元。２０１３ 年，集团通

国驰名商标”的自主品牌，与其良好的经营管理模

培技术和品种改良。并通过培训、讲座、田间指导

过定单基地采购的合同金额达 １３７４７ 万元，比同类产品市场价格高出

式密切相关。锦溪集团采用与农户合作的模式，不

等推广手段及时将技术创新传达给合作农户，形成

６９７ 万元，通过其他方式向果农采购的合同金额达 ２１７７８ 万元，在很

仅仅局限于生产环节，还向基地建设、经营管理、

快速传导机制，这样新型技术就能迅速铺开。质量

大程度上为果农解决了产品销路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果品的质量提

销售等环节不断延伸。生产环节上，向农户提供技

得到明显改善的产品，无论是在价格还是在销量上

供了有力的保障。

术支持、专业指导，以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

都取得相对优势，将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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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华润两大股东对万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和监事会报告投下反

资本、实业相爱相杀
—— 旁观万科与宝能股权之争

对票，使得原本微妙的股东与管理层关系急转而下，这表明万科当前
的董事会监事会，已不被主要股东信任。同时，万科希望引入深圳地
铁，扭转当前不利局面的重组方案也未获得股东支持，万科股权之争
已进入最后的生死决斗阶段。
万科管理层如何应对此轮危机，双方博弈最终孰赢孰输，恐怕
还不能早下定论，但此事挑起的资本与实业之争的战火，恐怕对未来

■ 惠农资本 吴春莉

实业企业与资本市场法律化建设及公司治理影响颇深。

杠杆性资本的野蛮扩张
宝能动用 ３００ 亿资金收购万科以来，其资金来源广受猜疑，虽
目前尚不能确定政府将对其使用高杠杆筹资模式的资金性质如何认
定，但就其操作方式来说，个人认为是符合资本市场行为，至少是符
合当前政策法规。但以杠杆性资本进行企业并购的并
购模式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不敢苟同。由于杠
杆性资本的特性，其资本运用的时限上具有局限性，
也就决定了杠杆性资本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于实业
万科与宝能股权之争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份开始，一场百亿级资本大

企业来说，权益性资本对于实业企业的重要意义无须

战吸引了整个资本市场的眼球，演绎着一场资本与实业相爱相杀的爱

累述，杠杆性资本对实业资本的控股，多为对实业资

恨故事。

本的掠夺，而不会真正意义上从自身的发展、资源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海人寿（宝能系）买入万科 Ａ 约 ５．５ 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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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业发展等长期发展战略方向来对待标的企业。

占万科 Ａ 股总股本的 ５％，同月 ２４ 日，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钜

那么这种以较少的资产撬动百亿级资本，以较短的时

盛华对万科二度举牌以，其持有万科股份累计达 １５．０４％，超过大股

间强势介入，轻易取代原创业者，吞食原创业者辛苦

东华润集团，其后大股东华润集团两次增持，重新获得万科大股东之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企业成果是否是体现了资本市

位，１２ 月 ４ 日，钜盛华再度增持万科，此次增持之后，宝能系持有

场的进步，还是我们当前金融市场存在着制度上的缺失，导致资本钻

万科 ２０．０１％ 的股权，受深交所关注之后，宝能系转战香港万科 Ｈ 股，

了空子。另一方面，杠杆性资本与带杠杆的结构化产品一样，具有天

截止到 １２ 月 １８ 日，宝能系持有万科 ２２．４５％ 的股份，成为万科第一

然的自我异质性，其对债权与股权恰到好处的融合有利于放大资金规

大股东，持股比例直逼 ３０％，即将触发要约收购。１２ 月 １８ 日，万科

模，但其结构性的设计并未消除资金自身的属性，债权类资金和股权

紧急发布公告，宣布正在筹划股份发行用于重大资产重组及收购资产，

类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其异质性将从产品结构

股票开始停牌。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万科 ２０１５ 年股东大会上，宝能

内部破坏整个产品结构的稳定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杠杆性资本为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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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用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埋下了风险的种子。风险一旦触

持其松散的股权结构以实现对股东更好的控制。

发，不仅对实体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其结构性衍生产品强制平仓止

华润作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这么多年以来对公

损有可能对整个资本市场造成恐慌性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司不闻不问，与其说是对王石管理团队的信任，
倒不如说是对管理团队的放纵，也正是这点，宝

内部人控制与股权分散

能才提出了对“内部人控制”的强烈质疑。国有

宝能与万科此次股权大战，可以说是经营者与所

企业作为大股东，其权责分离导致国有企业在作

有者的一场博弈。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经

为大股东时多不作为，诸多国有上市企业经营权

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最

与所有权相互制衡机制形同虚设。

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使企业资源与经营管理人员达到

国有资本运营困局

最优的组合，发挥最大的效益，为所有者带来最大的
利益，其缺点在于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即经营者有

宝能前期主要集中于综合物业开发领域，２０１２ 年宝能集团联合

可能利用其经营管理有关资产的有利地位谋私利，从而损害所有者的权

发起成立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

益，这也是现代经营管理企业所面对的一大难题。宝能之所以能如此迅

为宝能集团投资平台，成立至今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

速地获得万科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与公司股权结构分散不无关系。我们

进入前五大股东之列的就有 ２０ 家企业之多，目前已实现控股的有三

相信万科松散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所带来的隐患，王石管理团队应该是十

家，分别是南玻 Ａ、韶能股份及中矩高新。以上三家企业与万科 Ａ

分清楚的，但其仍任其处之，其背后更为深远的是王石团队需要公司保

股权结构颇为相似，为国有企业或国资控股，控股股权比例不高，其
获得控股权的手法与控股万科 Ａ 十分相似，即在二级市场大量买进，
不断增持最终获得控股地位。为何宝能系如此青睐国资控股企业，这
国有企业作为大股
东，其权责分离导致国有
企业在作为大股东时多不
作为，诸多国有上市企业

与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密切相关。目前国有企业虽已建立现代化管理制
度，实现了形式上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但经营者的选择并非市
场化的选择，经营者大多为行政指派，其市场化经营能力及资本市场

经营权与所有权相互制衡

应变能力受上级主管部门影响较大，因此控股比例较低的上市企业，

机制形同虚设。

在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地的股权收购，并不能快速地决策，也无足够的
资金来维护自身的控股地位。现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已进入实操阶段，
国退民，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是未来的趋势，在引入民营资本的
甄别上、维护自身作为股东的权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尤其作为公
众公司控股股东，更需要设立更为完备的股权结构，在发挥市场化资
源配置优势的同时，抵御恶意收购。
企业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扶持，但资本的天性是趋利的，金融资
本只是工具，需要管控，国家应该更多扶持实业，毕竟实业兴邦。

44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45

投资笔记 | Investment Notes

投资笔记 | Investment Notes

附件 1：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前五大股东情况一览表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能系）
上市公司

第一大 第二大 第三大 第四大 第五大
股东
股东
股东
股东
股东

南玻 A

√

韶能股份

√

中炬高新

√

深纺织 A

√

√

√
√

华侨城 A

√

广东明珠

√

南宁百货

√

企业性质

合计持
股比例

备注

其他

20.17%

前五大股东中实际控制比例
为 23.04%， 第 四 大 股 东 为
深圳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地市国资控股

15%

其他

23.71%

地市国资控股

4.02%

央企国资控股

7.82%

√

民营企业

3.46%

√

地市国资控股

14.65%

东阿阿胶

√

央企国资控股

4.13%

潍柴重机

√

省属国资控股

2.23%

峨嵋山 A

√

地市国资控股

2.18%

前五大股东中实际控制比例
为 9.25%，第五大股东为深
圳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常见
法律问题的实务分析
■ 惠农资本 李祥晔

格力空调

√

地市国资控股

1.50%

厦门港务

√

地市国资控股

0.28%

天虹商场

√

央企国资控股

1.98%

融资租赁是由传统的租赁形式演变而来，最早从英国伦敦东部

明星电力

√

央企国资控股

5.02%

地区煤矿主对机车的租赁方式。现代融资租赁则发源于美国，其后

山东高速

√

省属国资控股

0.43%

√

民营企业

3.46%

西昌电力

√

央企国资控股

2.84%

环旭电子

√

外资企业

1.21%

其他

7.31%

广东明珠

√

万科 A

√

被引入到欧洲大陆，进而发展至其他国家和和地区。我国目前尚无
单独的融资租赁法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合同法、物权法等
法律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定。

前五大股东中实际控制比例
为 15.7%，第三大股东为深
圳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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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是由传统的租赁
形式演变而来，最早从英国伦敦
东部地区煤矿主对机车的租赁
方式。现代融资租赁则发源于
美国，其后被引入到欧洲大陆，
进而发展至其他国家和和地区。
我国目前尚无单独的融资租赁
法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和中
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有关行
政法规、规章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为 适 应
新形势下的融资租赁合同争议纠
纷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必要的补救措施，避免因一些程度较轻的违约行为导致承租人拒绝受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融资

领租赁物并引发进一步的矛盾和纠纷。

租赁合同纠纷的解决起到了极大的规范引导作用，也有效的促进了交
易的健康发展，但在司法实务中，该司法解释仍有部分规定未能达到
司法适用程度上的“具体”和“明确”的要求，现对目前已经公示的
典型案例中相关问题的观点予以收集，以兹参考。

一、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纠纷，应尽量维护交易稳定

二、承租人索赔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义务
融资租赁合同具有不可解约性，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租金
给付义务与买卖合同项下出卖人的交付义务是相对独立的，这是融资
租赁的内在要求和典型特征。在租赁物和出卖人均系承租人自主选

租赁物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以至于承租人无法正常占有和使

择，出租人已经履行了支付购买价款的主要义务且并无其他违约行为

用租赁物，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

时，承租人向出卖人直接行使索赔权不影响其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

且可以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考虑到融资

项下包括支付租金在内的主要义务，索赔的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人承

租赁交易涉及的资金量大，租赁期间长，租赁物通常为大型机器设备

担。在承租人向出卖人直接索赔时，出租人应予必要的协助。出租人

甚至是专门为承租人定制的特种设备等因素，人民法院从尽可能维护

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的条件，允许出卖人或出租人合理朝限内采取
总第 27 期 | 2016 年夏季版

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性及合同履行

融资租赁交易稳定性及融资租赁合同正常履行的角度出发，依法认定

4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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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租赁物所有权及他物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司法解释
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
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
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在与承
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
（二）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
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
（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
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
（四）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

三、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权利转让、责任承担与受
让方的权利保护
司法解释：

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法释 ［２０１４］３ 号）第 ９ 条。

出租人转让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受让

五 . 出租人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曾作出标识，但在承租

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或者变更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者与第三人为交易时，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标识已经不存在的，是否可以认定第三人构成善意

释》（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法释 ［２０１４］３ 号 ） 第 ８ 条。

取得

在此过程中，无论出租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抑或过失而未告知

一 般 而 言， 在 交 易 之 时，

受让方转让标的物上的权利负担，最终导致合同未成立、被撤销或者

如果该标识仍然存在，则第三人

无效的，受让方都可以要求出租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在出租人转

可以通过上述权利表征知晓真正

让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的合同成立并生效之

的权利人为出租人，因此，原则

后，如若出租人无法按照其与受让方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出租人

上，本条第 （１） 项所规定的“出

当然应当向受让方承担违约责任。

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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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推定第三人具有善意。但如果上述标识是承租人或者实际
使用人恶意去除，且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恶意去除情形的，则
不能认定第三人为善意，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或者，第三人在标
识存在之时知道该标的物的实际归属，且知道标识虽不存在，其所有
权并未改变的，也不能认定其具有善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６３ 页。

六．融资租赁合同因承租人违约而解除时以租赁物价值
抵偿出租人损失原则的例外
以租赁物价值抵偿出租人损失的原则是否存在例外，
刻，甚至可能因市场变化等原因造成出租人的额外损失。从现实情况

讨论中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对于取得租赁物仅仅为了担保租金债
权实现的出租人而言，处分租赁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
是对于租金不能涵盖租赁物全部价值、出租人准备将租赁
物用于二次出租的情形，强制其处分租赁物则显得过于苛

从 现 实 情 况 看， 伴
随着租赁物二手市场的发
展和出租人业务能力的增
强，出租人对租赁物正在

看，伴随着租赁物二手市场的发展和出租人业务能力的增强，出租人
对租赁物正在经历一个从不关注到关注的过程，而在同一时期、同一
国家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能力的出租人对租赁物的关注程度也会

经历一个从不关注到关注

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在承租人违约、出租人行使租赁物取回权的情

的过程，而在同一时期、

况下，可以将是否处分租赁物的选择权交予出租人，如果出租人同意

同一国家和地区，不同类

处分租赁物，则以处分价款抵偿损失；如果出租人不同意处分租赁物，

型、不同能力的出租人对
租赁物的关注程度也会存
在很大差别。

则说明其希望获得租赁物的使用价值，不能再要求承租人按照全部租
金的数额赔偿损失。我们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但由于出租人取回租
赁物并不予处分的前提是不再要求额外的损失赔偿，不需要法院适用
损失赔偿规则作出处理，因此在司法解释中未作明确规定。例外情形
是，如果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货期间届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属于承租人，
则出租人取回的租赁物中包含应归属于承租人的租赁物残值，为避免
损害承租人利益，此时必须对租赁物价值作出认定并用以抵偿损失。
—— 原爽 ：《融资租赁合同因承租人违约而解除时的损失赔偿问题》，
载：《商事审判指导》２０１３ 年第 ３ 辑（总第 ３５ 辑），人民法院出
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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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地位。有代表性的“诚品书店”已经成为台北的一张城市名片，２０１５
年诚品模式已经成功地输出到苏州，苏州诚品是诚品集团的第 ４６ 家门店，其
盈利模式因地制宜发生转变，除了自持商业业态，也拥有可以出售的高级公寓，
也为苏州带来了新的活力。
文创产业适合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每个人都会受到文创带来的影响。
北京各级政府也正在大力推行文创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早在 ２００５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就已经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并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更是取得了突
出成就，发展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在北京市“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思路则更加明晰。刚刚印发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创

文创进行式
■ 惠农资本 高红梅

意产业发展规划》则已经明确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北京
市市 ＧＤＰ 比重力争达到 １５％ 左右，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创新发展、构建“高精尖”
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

北京市日前印发《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在文化
创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布局调整、市场体系构建、创新能力提升等层面提

偶然在 ２０１６ 年的春节第一次走到台北，一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提醒着
这里是中华台北 ， 有不同又相同。几天下来 ， 对台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城
市的文化和创意， 正

出新的要求。这是北京市政府在此前不久发布《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规划》，为未来五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描绘了发展蓝图之后在文化
产业方面的又一重磅政策，也是提升北京市文化软实力，支持北京作为文化创意
中心城市的具体政策落实。

逢 ２０１６ 年 也 是 台 北 正
式宣告成为世界设计
之都的一年，政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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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创意产业进入“新常态”，支柱地位更加稳固。

各种宣传，可以感受到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重点扶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近年保持了持

这个城市每个景区、园

续增长的态势，已成为北京市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在北京市产业升级中发

区、新旧建筑、街道、交通工具甚至夜市小吃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这个城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尤其是在居民消费在传统产

市在文创方面的生命力。在台北，有华山 １９１４、松山文创、西门红楼三足鼎立，

业逐渐饱和的背景下，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潜力逐步释放，已成为仅

融资规定放宽以及各种有利于文创资金运作，文创产业提升了台北这个城市

次于金融业的第二产业，居民文化娱乐消费达到消费总额的 １５％。“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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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 ＧＤＰ 增速，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北京市每年统筹 １００ 亿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首

１２．６％。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３０７２．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７％；

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适应文化企业特点的多渠道融资机制逐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１３．４％，居于全国首位，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进

步确立，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增，共计完成投资

入“新常态”。

３５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２％；完成全年投资计划的 １１０．３％，增速和进度均高于
全市整体水平。

二、产业政策配套日趋完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近年来北京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划及政策措
施，产业政策配套日趋完善，目前已经在文化创意的政策执行、资金扶持、
融资服务、交易平台和人才保障方面，搭建起综合性的支撑保障体系。从
２００６ 年起，北京市每年安排 ５ 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符
合政府重点支持方向的文化创意产品、服务和项目予以扶持，发挥财政专项
资金引导作用，健全首都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专
项资金共投入 ２５ 亿元，支持了近 ６００ 个项目，并有效带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

三、发展质量有效提升，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北京市已发布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和产业提升规划，全市文化创意
产业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为加快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资源的有
效对接，北京市提出打造包括文化投资平台、文化项目孵化平台、文化企业
信用评价平台、文化要素配置平台、文化创意人才集聚平台以及文化创意产
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等多个平台，以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文
化科技“双轮驱动”战略深入推进，文化与科技、金融等行业融合发展成为
潮流，“文化 ＋”新兴业态不断发展，文化创新
驱动格局初步形成。
这一《规划》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规划》、《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
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北京市文化
创意产业提升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等前期已经
发布的相关政策融合之后的落实结果，相对而言
对未来五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具有针
对性可执行性。未来五年，可以预见文化创意产
业各行业将会更加繁荣发展，尤其是文化创意产
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将稳步推进，并不断催生出
新兴文化业态和产品内容，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
会。文创进行式，文创提升生活，升华城市，北
京焕发着新的活力，成为真正的世界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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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购公会
４ 月 １９ 日，中德并购论坛暨工业 ４．０ 恳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德意
志联邦驻华使馆与中国并购公会联合主办，沈阳市人民政府协办，中国金融博物
馆、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承办。在圆桌论坛环节，
汉德工业促进资本主席蔡洪平的主持下，惠农资本总裁、管理合伙人、并购公会
执 行 会 长 尉 立 东， 英
蓝集团副董事长刘禹
东， 美 国 尚 高 资 本 中
国基金副主席路跃兵

时事·动态 | Major Events

惠农时事
4月
１、４ 月 １９ 日，惠农资本参与协办的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委会主
办的农业产业投资策略
分享沙龙成功举办，惠
农资本董事总经理徐德
徽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
讲《现代农业的价值成
长：预期与挑战》。

三位嘉宾围绕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 与德国工业 ４．０
的 对 比、 技 术 对 接 及
未来形势展望等话题
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5月
１、５ 月 １６ 日，惠
农资本作为北京辽宁企
业商会副会长单位受邀
参加由北京辽宁企业商
会在香山饭店举行的会

４ 月 ２５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会见台湾上市柜公司协
会创会会长林德瑞先生率领的参访团一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杨启儒，副秘书长

员企业活动日，活动日
上会员企业进行互动交流，并参观了香山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双清别墅”。

郭孟谦以及部分直属商会负责人陪同会见。惠农资本总裁、管理合伙人、并购公
会执行会长尉立东出席此次会见。

6月
１、６ 月 １２ 日，惠农资本聘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监作为北京惠农资
本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社会导师，同时举办了博士后申请人的入站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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