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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农民合作社是农村人口脱贫的理想载体，也是有效的反贫困经济组织。然而作为促进农

民合作、提高农民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主要途径，合作社正面临着资金短缺、融资困难的困境。将供应链金融的
思想引进合作社融资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为进一步揭示农民合作社在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上的黑箱，
对农民合作社融资模式的选择作一个新的解释。【方法】运用案例分析法对 6 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从融资渠
道和融资方式两个维度构建了 6 种新模式：特色农业融资、标准化农业融资、上游特色农业融资、下游特色农
业融资、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和下游标准化农业融资。【结果】研究发现，现有的成功案例中，农民合作社虽
然规模大小不同、从事农业方向不同，但只要把握好农民合作社本身基因，如合作社资金需求大小、资金缺口
阶段以及资金需求时长等，农民合作社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并非无迹可寻。【结论】突破了以往单纯从经济绩
效探讨的局限，从源头说明供应链金融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社融资模式，为农民合作社对不同融资模式的选择提
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融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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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 Mode of Farmers’Coope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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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Farmers’cooperative is an ideal carrier for rural population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serves
as an effective anti-poverty economic organization. However, as a major way to promote farmers’cooperation and improve
farmers’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farmers’cooperative is facing fund shortage, financing difficulty and other challenges.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into cooperative financing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dilemma,
further disclose the“black box”that farmers’cooperative may encounter when selecting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ode, and
explain the selection of financing mode of farmers’cooperative in a new way.【Method】 Six typical cases were analyzed
by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six new modes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of financing channel and financing
method, i.e. featur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standardiz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upstream featur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downstream featur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upstream standardiz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and downstream standardized
agriculture financing. 【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existing successful cases, regardles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directions of farmers’cooperative, an appropriate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ode for farmers’cooperative could b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 farmers’cooperative (e.g. amount of funds demanded by farmers’cooperative, financing

收稿日期：2018-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BGL132）；温州市社科联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wsk013）
作者简介：李佳（198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合作组织，E-mail：178147284@qq.com
通 信 作 者： 罗 建 利（1980—）， 男， 博 士， 教 授， 研 究 方 向 为 农 村 合 作 组 织、 技 术 创 新 管 理，E-mail：
luolinjian@163.com

166
gap stage and fund demand duration). 【Conclusion】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he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explains the financing mode of farmers’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from the sourc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farmers’cooperatives to choose different
financing modes.
Key words：farmers’cooperative; supply chain finance; financing; case study

【研究意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广大社
会弱势群体的市场竞争地位，减少营利性企业对
农民的盘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1-2］。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迅速，截至 2018 年 2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204.4 万家，实有入社农户 11
759 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8.1%；成员出
资总额 46 768 万亿元。然而，在合作发展过程中，
正处于工业化和大规模转型重要时期，需要更多
的金融支持［3］。合作社庞大的资金需求如何解决？
本文试图从供应链金融视角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融资模式。
【前人研究进展】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针
对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配套企业进行的融资，是
商业银行站在整条供应链的角度，结合企业上下
游的动产情况，为企业在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
造和商品销售环节提供有针对性的信用增级、融
资、担保、结算、风险规避等各金融产品组合和
解决方案［4］。供应链金融旨在通过相应的解决方
案来优化组织间的资金流［5］。供应链金融的实质
是帮助中小企业盘活流动资产，因此，供应链金
融可以分为应收账款、预付款、动产质押 3 种融
资模式：应收账款融资可以加速应收账款的变现
还可以缓解企业和银行间的债务压力［6］；预付款
融资订货可有效解决物流的滞后性，在不同的未
来现金流中由于供应链金融价值的存在使得预付
账款融资具有可行性；通过动产质押可以缓解资
金困难，减少供应链运营成本，降低供应链的整
体融资费用［7］。
农民合作社在组织结构、雇佣关系和分配
方式等方面与传统企业存在较大的区别［8］。合
作社内部每个社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其融资
模式与传统企业也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农民
合作社的融资对象具有两个层次，一是合作社
自身的融资，二是合作社内部社员的融资。【本
研究切入点】供应链金融基于农业供应链，利
用特色农产品服务将整条供应链接通，农民合

作社与金融机构、农业相关龙头企业形成有条
不紊的资金供给结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根
据对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信用评估，确定风险大
小并作出相应的风险控制管理手段。【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根据供应链上各方的真实业务关
系，金融机构给出最合适农民合作社的融资产
品和金融服务。

1

材料与方法

1.1

农民合作社融资的拓扑结构

为了探讨供应链金融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融资模式，本研究通过多案例分析，分别
从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出发，将
农民合作社的融资模式分为 6 类（表 1）。其中
线上、线下这两种融资渠道的判断依据是该供
应链上信息流应用的成熟程度。一条完整的供
应链包括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其中物流
是实体经济的承载体，资金流是还款来源，信
息流源于物流和资金流而又不局限在这两者之
间。传统的供应链金融主要关注资金流与物流，
而互联网的加入，使信息流的地位不断上升。
传统的供应链金融虽然克服了传统金融对单个
企业（农民合作社或农户）风险把控的局限，
但是这种突破是静态的、不完全的，甚至会在
供应链的某些环节出现虚假诈骗等行为。强调
信息在供应链融资中透明快速流通的意义不仅
在于使供应链融资更加安全，也在于拓展供应
链金融的应用范围。而应收账款、动产质押、
预付款 3 种融资方式是最常用的分类手段。
表 1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拓扑结构
Table 1 Typology of financing mode of
farmers’cooperatives
融资模式

应收账款

动产质押

预付款

Financing mode Accounts receivable Chattel mortgage
线上 Online
上游特色
特色农业

Advance payment
下游特色

农业融资
上游标准化

融资
标准化

农业融资
下游标准化

农业融资

农业融资

农业融资

线下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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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农民合作社融资的拓扑结构，通过
案例研究回答以下问题：（1）供应链金融视角下
农民合作社融资具有哪些特点；（2）应收款融资、
动产质押融资及预付款融资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操
作，线上、线下融资的差别情况；（3）农民合作
社为什么选择采用该融资模式？
1.2 案例研究
1.2.1 案例设计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供
应链金融视角下农民合作社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方
式上的选择。目前供应链金融在农业中的运用仍
未成熟，设计问卷进行大样本量化分析意义不大。
因此，本研究以 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
探讨供应链金融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模
式及其相应的影响因素。这 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分别记为 A、B、C、D、E、F，其融资模式见表 2。
表 2 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农的融资模式
Table 2 Financing model of six cooperatives
融资模式

应收账款

Financing mode Accounts receivable

动产质押

预付款

Chattel mortgage

Advance payment

线上 Online

合作社 A

合作社 C

合作社 E

线下 Offline

合作社 B

合作社 D

合作社 F

1.2.2 案例选择 为了保证案例选择的科学性、
强调案例的特殊性，本研究从 24 个案例中选择最
具代表性的 6 个案例。表 3 显示，案例中的 6 个
表 3 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
Table 3 Basic situation of six cooperatives
案例
Case
A ：北吉果蔬专业合作社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Registration

Registered capital

date
2009.5

（ten thousand yuan）
1010

A: Beiji fruit and vegetabl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B ：长兴畜禽专业合作

产品
Product
果品、
蔬菜

2014.4

1000

畜禽

2014.9

1000

果品

2013.10

878

水产品

2016.9

30

粮食、

社 B: Changx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C ：顺泰果品专业合作联合
社 C: Shuntai fruit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D ：佳和富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 D: Jiahefu aquacultur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E ：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 E: Yaojia ecological

水果

agricultur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F ：文国养殖专业合作社
F: Wenguo breeding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2009.8

100

家禽

农民合作社所在地区跨度较大，从陕西、山东、
广西，到四川、湖北、黑龙江，充分考虑到我国
各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对供应链金融的应用情况的
差异性；农业生产类型丰富，从猕猴桃、苹果、
富硒有机大米，到蛋鸡养殖、水产养殖、肉鸡养
殖，充分展示了不同农业类型对资金的需求状况；
农民合作社的规模大小（注册资本）从 30 万到
1 010 万，充分考虑到不同规模的合作社的融资
模式选择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上述案例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供应
链融资渠道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核心企业与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关系、核心企业的规模大小、
合作社有无专利或品牌、合作社或农户的资金需
求的和产品生产周期。农民合作社供应链融资方
式的影响因素包括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以及由此
产生的与核心企业的业务关系。
2.1 农民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及其影响因素
由表 4 可知，影响农民合作社选择线上或线
下融资渠道的因素包括：
（1）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一方面，
从传统银行角度，鉴于大企业具有较强的风险承
担能力，传统银行倾向与大企业进行金融合作。
因此符合银行要求的核心企业并不多，一般都是
国企或者有政府政策支持的企业，如合作社 D 中
的交易中心是重庆市供销总社下属的公司组成
的。另一方面，从互联网金融机构角度，主要是
通过对信息流的掌握来把控风险，对核心企业的
要求则不高。核心企业的规模较小、行业也较为
分散。因此，当核心企业规模较小时，农民合作
社一般通过线上渠道融资。
P1a：当核心企业与传统银行关系较密切时，
农民合作社倾向于采取线下渠道融资。反之，则
采取线上渠道融资。
（2）农民合作社的规模和产品知名度。研
究发现，规模较大的农民合作社，或者当其产
品知名度较高时，合作社倾向于选择线上融资；
反之，规模较小或产品知名度不高的合作社倾
向于选择线下融资。具有较大规模的农民合作
社，其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具有一定的保证。
在线上融资中，合作社通过建立产品品牌，提
升产品知名度，能够增加销售业绩。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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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供应链金融的信息流和良好声誉，更容易
获得线上融资。如合作社 A 中猕猴桃“翠香”
在天猫生鲜平台上的销量非常好，其良好的销
售业绩，为合作社提供线上融资提供保障。因此，
产品知名度较高的农民合作社比较倾向线上供
应链融资。
P1b：农民合作社规模越大，产品知名度越
高，越倾向于选择线上融资渠道。
（3）农民合作社资金需求。本文认为生产成
本与资金需求大小是成正相关的（下文叙述中用
资金需求来说明）。在线下融资中，传统银行通
过与物流、核心企业等合作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线下融资需要投入信息获取成本，信贷审批成本
和合作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如果资金需求量太
小，则无法承担上述成本。如合作社 E 中，生产
有机大米的农户资金需求较少又没有抵押物、信
用信息又很难收集，传统银行一般都会拒绝该类
型的贷款。对核心企业来说，从应收账款融资上
看，由于应收账款是核心企业未来的支付手段，
合作社资金需求大意味着核心企业可运用的资金
多；从预付款融资上看，这种“未来存货的融资”
实现了杠杆式的采购，也意味着核心企业实现了
大规模的销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核心企业
都更加愿意为资金需求大的合作社担保。因此，
传统银行愿意贷款给资金需求较大的合作社，资
金需求大的合作社比较容易通过线下供应链金融

获得贷款。
P1c：农民合作社资金需求越大，越倾向于
选择线下融资渠道。
（4）农产品生产周期。农产品生产周期比
较短时，农民合作社的资金需求比较急，贷款时
间较短。线上融资面向大众、资金来源丰富，数
据信息运用能力强、审核流程快，能在短时间满
足贷款需求。而线下融资中，传统银行虽然资金
雄厚，但是流程比较繁杂，审核慢且要求严，对
于资金需求较少又较急的合作社无疑是次优选
择。此外，线上金融的投资方偏好短期项目投资，
利率也较低（据了解，网贷平台的供应链金融类
产品，收益率在 10% 左右），与产品生产周期短
的合作社能够很好地匹配。
P1d：农产品生产周期越短，农民合作社越
倾向于采取线上融资渠道。
2.2 农民合作社融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合作社在确定融资方式时，最关键的一
点在于判断自身处于哪个阶段的资金缺口。不同
阶段的资金缺口，其融资方式的选择也会不同：
（1）当合作社在资金流出到产品入库阶段出现资
金缺口时，倾向用预付款融资。如合作社 E 中，
富硒大米市场前景好，但是种植户们缺少资金购
买农资。从合作社来角度，资金缺口就是在农资
购买到产品入库这一阶段出现，通过预付款融资

表 4 农民合作社融资渠道及其影响因素
Table 4 Financing channels of farmers’cooperativ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融资渠道 案例

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关系

Financing Case Core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enterprises
channel
线上

核心企业规模

and internet financial enterprises
A

易果生鲜

密切

合作社有无专利或品牌 合作社或农户的资金 产品生产周期

Core enterprise scale Cooperatives with patents 需求 Fund demand of Production cycle
较小

Online

or brands

cooperatives or farmers

国内最大的猕猴桃产

小

6 个月左右

小

6 个月左右

小

6 个月左右

地之一，生产高端品种
“翠香”
C

顺泰合作社

密切

较小

栖霞苹果获得过“中国
十大魅力农产品”等称
号 ；栖霞市被称为“中
国苹果之都”

E

中科群源农林

密切

较小

科技有限公司

“溪谷源记”富硒有机
大米获得“全国有机产
品认证证书”

线下

B

新希望集团

Off line

密切（新希望集团

较大

市级专业合作示范社

大

1 年以上

松散 ；政策支持

较大

无

大

1 年以上

松散 ；与龙江银行合作

较小

无

大

2 个月左右

旗下的希望金融）；
D

重庆土特产
品交易中心

F

文国冷冻食
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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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合作社可以分批付款、分批提货，而不需
要一次性全额付款。
（2）当合作社在产品入库到销售出库阶段
出现资金缺口时，合作社倾向用动产质押融资。
如合作社 D 中，苹果成熟期在 10 月，但是苹果
的销售周期比较长，一般会到翌年 5 月，因此农
户最早也要在第二年 6 月拿到所有款项，但是十
月是果树施肥的黄金时期，农户需要很大一笔钱
购买肥料。对合作社来说，资金缺口就是在产品
入库到销售出库这段时间出现，也说明了为什么
合作社会选择动产质押的方式进行融资。
（3）当合作社在销售出库到资金流入阶段
出现资金缺口时，倾向于采用应收账款融资。合
作社 A 与合作社 D 的情况有些类似，都是果品
成熟期与货款到账期之间出现资金缺口，不同的
是合作社 A 通过与核心企业的签订采购合约，将
未卖完猕猴桃的储存环节“舍去”了，合作社资
金缺口出现在销售出库到资金流入这一阶段，因
此应收账款融资是合作社 A 中合作社的最优融资
方式。
P2a：资金缺口出现的时间段不同，农民合
作社选择的融资方式也不同，从农资购买到产品
出售，按时间轴顺序，依次选择预付款、动产质
押和应收账款融资方式（图 1）。
农民合作社出现资金缺口的原因包括两个方

产品入库

资金流出
（农资购买）

预付款

销售入库

动产质押

资金流入
（销售货款）
应收账款
时间轴

农民合作社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

图 1 按时间轴分的农民合作社融资方式
Fig. 1 Financing mode of farmers’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financing stage

面：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合作社与核心企业的
业务关系。在应收账款模式中，核心企业的主营
业务主要是农产品销售或再加工；在预付款模式
中，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一般包括提供农资或技
术研发；在动产质押模式中，核心企业能够提供
农产品储存方面的服务。由此，也产生了如表 5
所示的合作社与核心企业的业务关系，如合作社
A 与合作社 C 的资金缺口都出现在产品入库到资
金流入这一阶段，但是合作社 A 的核心企业是生
鲜电商，可以销售合作社的猕猴桃，因此会出现
两种不同的融资方式。
P2b： 核 心 企 业 的 主 营 业 务 对 农 民 合 作 社
供应链融资方式选择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当农
民合作社向核心企业购买农资时，会选择预付
款融资方式；当合作社向核心企业提供农产品
时，会选择应收账款方式；动产质押融资方式
可出现在这两种业务关系中，也可能不涉及核
心企业。

表 5 农民合作社融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Table 5 Financing modes of farmers’cooperativ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融资方式

案例

产品

核心企业

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

与核心企业的业务关

产生资金缺口的阶段

Financing mode

Case

Product

Core enterprise

Main business of core enterprises

系 Business relationship

Stage of fund gap

with core enterprise
应收账款

A

Accounts receivable

B

猕猴桃 易果生鲜
蛋鸡

新希望集团

生鲜电商

提供猕猴桃

饲料生产，农业科技，农业设施建设， 提供蛋鸡

销售出库 - 资金流入
销售出库 - 资金流入

食品加工和金融服务
动产质押

C

苹果

顺泰合作社

Chattel mortgage

引进技术，提供农资购买服务，

苹果代储代销

产品入库 - 销售出库

将货物在平台注册

产品入库 - 销售出库

获取农资与技术

资金流出 - 产品入库

收购农产品
D

预付款

E

Advance payment

F

水产品 重庆土特产品交易中心

电子商务

有机大米 中科群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养殖，农牧产品加工和研发
肉鸡

文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食品，禽类屠宰与加工，饲料销售 获取鸡雏、饲料等农

资金流出 - 产品入库

资，肉鸡保底价回收

3

讨论
本研究根据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两个维度，

构建了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的供应链融资模式，
包括特色农业融资、标准化农业融资、上游特

色农业融资、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下游特色
农业融资、下游标准化农业融资 6 种（图 2、表
6）。其中特色农业、标准化农业是决定合作社
选择线上、线下融资渠道时的关键因素；上、
下游则针对应收账款融资方式和预付款融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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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动产质押融资方式理论上可以在供应链任
何节点上出现。
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互联网融资平台 VS 传统银行）

P1a

合作社或产品的知名度（高 VS 低）
P1b
P1c

资金需求（小 VS 大）

融资渠道
（线上 VS 线下）

P1d

6 种融资模式

产品生产周期（短 VS 长）
P2a
合作社的资金缺口阶段

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

融资方式（应收
账款 VS 动产质
押 VS 预付款）

P2b

图 2 农民合作社融资模式的因果模型
Fig. 2 Causal model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financing mode

如表 6 所示，将线上融资看作一种以特色
农业为主的农民合作社所选择的融资渠道，将线
下融资看作一种以标准化农业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所选择的融资渠道。从融资方式出发，将从应收
账款方向出发的融资看作上游农民合作社的供应
链融资，将从预付款方向出发的融资看作下游农
民合作社的供应链融资，将动产质押有关的供应
链融资看作是一种较为独立的供应链融资。上、
下游主要是针对合作社与核心企业交易方向来说
的，前者为核心企业提供农产品，后者则是向核
心企业购买农资。关于标准化农业和特色农业的
分类，本文对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
表格的形式解释了分类的合理性。

表 6 特色农业、标准化农业划分依据
Table 6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of featured agriculture and standardized agriculture

3.1

属性

判断指标

Attribute

Indicators for judging

案例 Case
A

B

C

D

E

特色农业

是否有区位、环境、资源和技术等优势

是

是

是

Featured agriculture

社会、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否旺盛

是

是

是

是否具有规模效应

是

是

是

F

标准化农业

环境标准

是

是

是

Standardized agriculture

农资标准

是

是

是

农产品质量

是

是

是

上游特色农业融资

合作社 A 落在
“上游特色农业融资”
象限中
（表
1）。一方面，易果生鲜（核心企业）作为生鲜电
商企业，与蚂蚁金服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与
周至县的猕猴桃农民合作社签了采购协议，负责
猕猴桃在天猫生鲜区的销售。根据上文所述，可
以认为合作社是典型的上游“企业”。另一方面，
周至县是有名的猕猴桃产地，气候环境非常适合
猕猴桃的种植，“翠香”猕猴桃在天猫生鲜区的
销量非常好，市场需求旺盛，满足特色农业的判
断指标。上游特色农业融资的实施过程中，易果
生鲜作为核心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与
电商（蚂蚁金服）的合作、与农民合作社的采购
协议的签订并将该协议提交给电商、接受电商关
于农民合作社农资农药购买的记录以实现对农民
合作社的生产的全程把控、负责猕猴桃在天猫生
鲜区等渠道的销售。在这条“猕猴桃”供应链融
资中，蚂蚁金服及其背后的阿里电商提供了包括
农资农药、农民合作社信用额度评定、猕猴桃主

要销售渠道以及贷款的及时发放等服务功能，并
且贷款利率远低于普通信用贷款利率。
上游特色农业融资是一种结合了应收账款
融资方式和线上供应链融资渠道的融资模式，该
模式的特点是在供应链各方都能发挥自己专业特
长。如合作社 A，淘宝等电商为其提供了农资、
天猫生鲜区负责农产品的售卖、蚂蚁金服负责低
利率的贷款能够及时发放，种植户可专心地投入
到猕猴桃的生产（图 3）。
阿里电商

蚂蚁金服
①合作

淘宝、天猫 天猫
等电商平台 生鲜区

⑨销售

④对订单进行确认、识别

③提交采购协议
易果生鲜

网络银行

⑧猕猴桃成熟
⑦反馈购买记录 ②采购
协议
⑤发放贷款
北吉果蔬
⑥购买指定农资、农药合作社

图 3 “上游特色”供应链融资案例
Fig. 3 Case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with“upstream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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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

式的特点是存在被互联网金融机构认可的物流企
业，用于提供农产品储存动态信息。
3.4 标准化农业融资

政策鼓励
①

合作社 B 落在“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象限
中（表 1）。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在鸡雏和饲料的
购买环节出现资金缺口，而新希望集团主要经营食
合作社 D 落在“标准化农业融资”象限中（表
品加工服务，合作社的蛋鸡可以与集团签订销售合
1）。一方面，佳和富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
同，合作社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另一方面，长兴畜
称合作社）在湖北有千余亩地和万立方米的冻库
禽专业合作社（以下称合作社）自 2014 年成立以来， 用于水产养殖，具有实现标准化农业的能力。另
已拥有 10 项国家实用新型技术、3 项国家发明和
一方面，重庆土特产品交易中心（以下称交易中心）
多项其他专利，是具有标准化农业能力的一个合作
能够提供包括农产品交易、结算以及仓储管理等
社。该融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合作社与新希望集
服务，具备动产质押融资方式的基础。该融资模
团签订蛋鸡购销合同，以合同形式解决蛋鸡的销售
式在实施过程中，合作社将冻库里的货物在交易
问题，同时能够采用应收账款融资获得资金。此外， 中心注册为仓单并进行抵押，解决了燃眉之急。
新希望集团还为合作社提供相关的农业技术支持。
标准化农业融资是结合了动产质押融资方式
新希望集团与合作社的合作，确立了“公司 + 合作
和线下供应链融资渠道的一种融资模式，特点是
社 + 农户”模式，不但能为农户提供高效的服务，
农民合作社自身规模比较大，出现了短期的资金
也增强了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
流转上的缺口。如合作社 D，通过供应链融资进
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是一种结合了应收账款
行资金流转后，现在仓库里已有价值一千多万的
融资方式和线下供应链融资渠道的融资模式，其
水产品。
特点是核心企业为具有比较强农业实力的龙头企
3.5 下游特色农业融资
业，而农民合作社则具有较大规模。
合作社 E 落在“下游特色农业融资”象限中
3.3 特色农业融资
（表 1）。一方面，中科群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
合作社 C 落在“特色农业融资”象限中（表
下称公司）为农民合作社供应农资，合作社是典
1）。栖霞市被称为“中国苹果之都”，具有特色
型的下游“企业”（图 5）。另一方面，富硒有
农业的属性。顺泰合作社（顺泰植保有限公司旗
机大米深受市场欢迎，满足特色农业的判断指标。
下机构）能够提供苹果的储存入库服务，具备动
该融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公司作为核心企业为
产质押融资方式的基础（图 4）。该融资模式在
农民合作社（以瑶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实施过程中，农泰金融与合作社合作，推出了“果
社员提供担保，并对农资供应的真实性负责。合
乐金”。针对种植户在施肥期没有回收果品销售
作社与公司签订购买协议实现预付款融资，在钱
额而导致资金短缺的困境，“果乐金”是一款专
盆网获得半年期贷款 60 万元。该款项用于农户向
门解决这种困境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农户与合作
公司购买种子、农具等农资。此外，钱盆网和公
社签署协议，将苹果储存到合作社并开出入库凭
司也对其他项目的合作进行了洽谈，或将寻到新
证，并以凭证向农泰金融申请贷款。利用“果乐
供应链融资切入口。
金”，苹果这种非银行传统意义的抵押品实现了
新的价值。
政府
特色农业融资是结合了动产质押融资方式
和线上供应链融资渠道的一种融资模式，这个模
②政策鼓励

③基础建设
及引导

农泰金融乐金
钱盆网
②申请贷款
苹果
种植户

③放款
④提供农资、
技术服务

①签署苹果代
储代销协议，
获得入库凭证

⑥销售回款有限归还本金

顺泰果品
合作联合社

⑤销售

电商、大型线
下门店等渠道
签订苹果采购协议

图 4 “特色农业”供应链融资案例
Fig. 4 Case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with“featured agriculture”

⑥融资
服务

⑤信用
数据

⑦承担风险
农民合作社

核心企业
④农资供应或回购

图 5 “下游特色”供应链融资案例
Fig. 3 Case of supply chain financing
with“downstream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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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特色农业融资一种是结合了预付款融资
方式和线上供应链融资渠道的融资模式，其特点
是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性。南丹县政府为如合作
社 E 提供了很多鼓励政策。
3.6 下游标准化农业融资
合作社 F 落在“下游标准化农业融资”象限
中（表 1）。一方面，文国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为
合作社供应饲料、鸡雏等农资，合作社是典型的
下游“企业”。另一方面，公司以保底价回收肉鸡，
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实现标准化生产，带有标准
化农业的性质。该融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公司
与合作社（以文国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签订协
议，合作社在公司购买饲料、鸡雏，公司按保底
价回收肉鸡。同时，合作社可通过购销合同向龙
江银行申请贷款。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合作
社的投入成本，使农户获得更有保障性的收入。
下游标准化农业融资是结合了预付款融资方
式和线下供应链融资渠道的一种融资模式，特点
是传统银行的合作意愿强。如合作社 F 中，龙江
银行是最早开始提供供应链金融的银行，与公司
的合作已有多年。

4

结论

通过 6 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本研究从供应链
金融视角探讨农民合作社的融资模式选择，并对
不同融资模式选择提出了一个创新分类：特色农
业融资、标准化农业融资、上游特色农业融资、
下游特色农业融资、上游标准化农业融资和下游
标准化农业融资。同时，本研究并不只局限于所
列的 6 个案例，而是通过这个 6 个案例给出了一
个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标准，希望能对农民合作社
在供应链融资模式的选择有所启示。
本研究理论贡献包括：（1）揭示了农民合
作社在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上的黑箱，从融资渠
道和融资方式两个维度构建了 6 种新模式，对传
统的供应链融资模式进行了补充。（2）突破了以
往单纯从政策层面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局限，借助
农民合作社本身基因，从源头说明供应链金融视
角下的农民合作社融资模式。
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从农民合作社自身条
件出发，探讨农民合作社的供应链融资模式选择
问题。但是必须承认，案例本身就有特殊性，本
研究结果也仅是一个初步的命题，只在具有一定

范围的局限性。其次，本研究侧重于成功的供应
链金融案例分析，忽视了存在失败案例的可能。
再次，由于线上供应链金融与农民合作社的结合
在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所
找的案例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未来的发展趋
势。最后，案例中农民合作社所在行业都有所不
同，因此每个案例之间的比较不能排除行业之间
的差异，可能会对结论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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