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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发展的优化路径，为小农户发展面临的困难提供有效解决

方案。【方法】以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为例，借助资料收集、调研访谈等方式，从合作模式的演化视角分析
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结果】海纳公司发展历程经历 4 个关键阶段，伴随着与农民的
合作紧密程度逐渐加深，其显著特征包括关系治理、科技支撑、纵向一体化经营，归纳总结为“海纳模式”。
结果表明：关系治理是企业和农户长期稳定合作的重要基础；纵向一体化经营是企业和农户长期合作的必然趋势；
科技支撑是企业和农户紧密联系的根本保障，也是维持良好的关系治理与纵向一体化经营的前提条件，三者既
相互独立又内在统一。【结论】海纳模式可作为不同发展阶段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出
加强治理体系制度化建设、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以及加快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合理布局等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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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e optimal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driven by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as explored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small farmers.【Method】Taking Guangdong Haina
Agriculture Co., Ltd. as an example, by means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nvestigating and interviewing, the analysis 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pattern evolution.【Results】The development of Hain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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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four key stages, with its deepened cooperation with farmers, it showed notable features of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business, which were summarized as Haina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vertical integration business model is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ight connection and a premise condition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business model,
each of them is independent and they are also internally unified.【Conclusion】Haina model can be used as a typical model to
drive and connect with farmers by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urthermore,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and reserve of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accelerat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s.
Key words: small farmers;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driving and connecting with farmers;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研究意义】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
农户家庭经营依然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实现小农户的振兴，对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至关重要。而农业龙头企
业是促进小农户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带动提升小
农户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前人研
究进展】何为“小农户”？就其形式含义而言，
小农户是小规模经营群体，是“在特定资源禀赋
下以家庭为单位、集生产与消费一体的农业微观
主体”［1］，其本质属性是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基
础的生产力属性［2］。按照 World Bank（2010）确
定的“户均耕地面积 2 hm2 以下为小农户”，我
国 2 hm2 以下的农户有 2.55 亿户，占农户总数的
96.1%［3］。由此可见，小农户依然是现阶段我国
农业经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但如今，随着农业
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小农户的生产经营
模式弊端凸显，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市场观念缺
乏，资金、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占有不足，制约
小农户经营发展，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多数学者认为，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
用和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最为有效的途径［4-5］，其
中，农业龙头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农业龙头企业，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形成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规模化企业，它肩
负有开拓市场、创新科技、带动农户和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任，能够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带动商品生产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6］。从各地实践来看，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
益联结形式多样，既有“公司 + 农户”、“公司
+ 村庄”和“公司 + 基地 + 产业化农民”组织模
式［7-9］，也有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
型模式［10-11］。如广东温氏集团“公司 + 农户”

农业产业化模式，小农户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担风险，利益均沾［12-13］；江西绿能公司依据
合作阶段的不同需求，运用声誉机制，促进与农
户的稳定合作［14］；四川省崇州市探索构建“农
业共营制”, 通过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推动农业的
专业化经营，提高生产的专业化和资源整合利用
率，有效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合作社
和经理人的三者共赢［15-16］；湖南浏阳河集团创
新性探索构建“公司＋整村＋合作联社＋全产业
链”的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公司以资金、技
术入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农民以土地资源、
房产、农产品等资源入股，共同分享企业发展成
果［17］。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
不断提高，企业越来越重视农民群体在产业化进
程中的关键作用。【本研究切入点】通过研究广
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简称海纳）在带动小农户
方面取得的成效，探索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
发展的优化路径。【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本
案例研究分析得出与农户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的关键要素，为不同经营模式及各层次发展阶段
的企业提供参考借鉴，凝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联农带农模式，以期有效解决小农户发展困境。

1

案例背景：海纳与农户合作模式的路

径演化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原为“惠州市海
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
街道。1993 年，在人们普遍认为种植水稻没有
经济效益的时候，当地农民钟振芳以 5 万元承包
当时的惠阳市水口镇粮所加工厂，从事粮油加
工和销售，开启种粮创业的第一步。2007 年，
他凭着 1 120 hm2 稻田年产粮食 13 000 多 t，成
为 全 国 种 粮 状 元。 如 今， 海 纳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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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hm2， 土 地 流 转 3 333 hm2， 订 单 合 作 6 667
hm2，建有基地 24 个，拥有“水中鲤”“长生道”
等系列品牌产品。通过多元化合作方式带动农户
26 041 户（合同制 7 913 户，合作制 2 742 户，
其 他 方 式 15 386 户）， 户 均 年 增 收 4 252 元。
2019 年，公司实现年销售额达 4.75 亿元，净利
润 6 011.66 万元，培育了 3 家企业和 1 家农机合
作社，拥有职工人数 314 人，技术研发人员 102 人。
海纳从一个小型粮油加工厂发展成为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实现了华丽蜕变，其发
展历程伴随着与农户合作模式由松散型逐步走向
紧密型而渐趋稳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增收水平，
概况起来可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3—2003 年）：起步阶段。农
业企业发展初期往往产业化水平较低，海纳也不
例外。海纳的前身是单一从事粮食收购、加工的
小企业，土地流转和订单合作尚未开展，与农户
的合作仅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尽管如此，这一
阶段企业与农户形成精诚合作，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 二 阶 段（2004—2007 年）： 公 司 + 基 地
+ 农机 + 农户。2004 年，海纳承包惠阳区平潭
镇 66.7 hm 2 耕地，承包期 10 年，每年租金 200
元 /667m 2， 并 从 2005 年 开 始 购 进 农 机 设 备、
升级加工设备，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6%。2007 年，海纳生产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
随之与农户的关系也发生转变，由过去单一市场
买卖关系演变成合作、互助、雇佣关系，租农民
的土地、替农民管理、培训农民成为农机手，逐
步形成“公司 + 基地 + 农机 + 农户”的发展模式，
促进土地集约规模化发展，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
提升，机械化加快推动土地流转，农村剩余劳动
力大幅度转移。据统计，1 台大型收割机生产效
率为 20 hm2/d、插秧机 10 hm2/d，每季服务范围
达六七千公顷，人工也从过去 300 人骤减至 30 人。
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仅能够承包 0.1 hm2
左右耕地耕作，不计劳动成本，纯收益不到 200
元 /667m2；使用机械化服务后，农民主要负责田
间管理，耕种收全程实行机械化，节约了大量时
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农民逐步转型成为农业兼
业户。此外，对于留在本地工作的农民，聘用做
工人负责田间管理，每月发放固定工资 + 提成，
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长。

第三阶段（2008—2016 年）：公司 + 基地 +
科技 + 社会化服务 + 农户。这一阶段科技要素发
挥巨大作用。一是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深度合作，
提供科研试验场地、办公场所和居住条件，让技
术专家和科研人才安心留下来，加速科技成果的
转化应用；二是建立自己的技术人才团队，成立
海纳农业研究院，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攻
关。调查显示，到 2019 年，海纳拥有专利 10 项，
技术标准 7 项（表 1），合作的科研单位达到十余家，
技术应用涵盖水稻育种、有机肥研制、机械装备、
病虫害防治、智能监控。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 4.58 亿元，技术溢出效益明显。
与第二阶段相比，企业产业链逐步完善，涵
盖种子、肥料、农机、稻米加工等上下游产业，
提高了土地利用效能，带来的直接作用是保障稻
米生产能力的稳定供给和对品质管控，加快企业
朝着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另外，
带动农户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由过去提供单一的
农机服务扩展到全产业链服务，种子、肥料农药、
栽培技术指导、统防统治、耕种收农机等“五统一”
服务，进一步降低农户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不仅收获了农户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降低生产
风险、避免农户投机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第四阶段（2017 年至今）：全产业链发展。
经历二十几年的发展，海纳已成为稻米行业的佼
佼者，拥有该领域的技术、市场、土地等资源优势。
产业从过去水稻种植加工扩展到一二三产融合，
培育了乡村旅游、科普教育、会议培训、电商等
新兴业态；成立了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农机合
作社、植保技术团队；建立种子培育基地、有机
肥料生产基地、生物综合防治基地等。一方面，
海纳实行水稻全产业链式闭环模式经营，把有机
水稻种植环节全部纳入企业内部管控，规避生产
风险，保证产品质量，维护企业品牌形象。另一
方面，组建专业化企业运营，在统一管理、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前提下，延伸产业价值链，
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经营多元化。在这种经
营模式的主导下，海纳已不单单只是促进水稻种
植户的增收，除了保障合作农户的利益之外，通
过经营的多元化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动
消费增长，吸纳更多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提升农民职业技能水平，使农户充分分享到产业
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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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纳公司科技成果一览
Table 1 Lis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Haina company
序号
S/N

成果名称
Name of achievement

获批时间
Time of approval

1

包装袋（105）

专利

2012-02-01

2

包装袋（095）

专利

2012-02-01

3

包装盒（090）

专利

2012-02-01

4

包装盒（089）

专利

2012-02-01

5

包装盒（088）

专利

2012-02-01

6

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宣传挂历

专利

2012-06-13

7

一种有机富硒铁锌营养强化米的生产方法

专利

2013-12-18

8

一种富硒铁锌有机无机肥料及其施用方法

专利

2014-01-22

9

一种不含活菌的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工程杀虫剂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

2013-04-17

10

一种有机富硒营养强化米的生产方法

专利

2014-03-05

11

促腐有机肥料

标准

2013-06-30

12

A 级绿色食品 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标准

2015-06-01

13

富硒大米

标准

2017-07-01

14

富铁大米

标准

2018-04-30

15

富锌大米

标准

2018-04-30

16

富硒铁锌有机 - 无机复混肥料

标准

2018-12-15

17

富硒有机 - 无机复混肥料

标准

2018-12-25

从海纳的发展历程来看，影响与农户合作模
式演进方式的关键要素可依次归纳为土地、农机、
科技、市场，继而发展形成“公司 + 基地 + 农户”
“公
司 + 基地 + 农机 + 农户”“公司 + 基地 + 科技 +
社会化服务 + 农户”以及全产业链发展的联农带
农模式，将其归纳为“海纳模式”。

2

成果类型（专利 / 标准）
Type of achievement（Patents/standards）

海纳模式的特征分析

海纳模式既有订单农业经营模式的一般属
性，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机 + 农户”或者“公
司 + 基地 + 科技 + 社会化服务 + 农户”等模式与
农户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也有订单农业的特殊属
性，借助社会关系治理维持合约的长效稳定性，
以及依托产业链延伸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与农户
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
换言之，海纳模式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关系治理、
科技支撑、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 3 个方面。
2.1 关系治理
交易的治理机制主要有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
两类，关系治理是指基于信任和长期交往实现的
非正式、个人化的治理模式［18］，在交易复杂性
程度高的情境下，能更有效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维护交易关系的长期稳定。对关系治理的构成因
素学界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一般包括信任、互惠、
灵活性、声誉机制、有效沟通。

我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结构特点使得关系治理
在企业与农户的市场交易过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海纳最为显著的关系治理是信任、互惠和
扶弱。对于资金周转有困难的合作农户，采取提
前预付合同款或提供免息贷款，主动帮助种植户
解决经营困难；提供谷种、肥料、农机等有偿服务，
按市场价的一半收费；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技能
培训；农忙时节，首先安排抢收合作农户的稻谷；
通过这些举措塑造企业社会形象，展现一个企业
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农户的信赖和政府的支持。
2.2 科技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是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业市
场竞争力的关键，是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力，高质
量的技术创新对农民增收溢出价值效果显著［19］。
海纳推行全产链发展模式，需要科技的全面支撑。
海纳针对水稻生产关键技术环节如良种、肥料、
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精深加工以及机械化生
产等进行战略布局，与一流的科研院校开展产学
研合作，并且持之以恒投入重金研发，使得科研
成果能够迅速转化并应用到实践当中，带来经济
效益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户增收能力。据估算，
海纳每年投入到研发的资金占到总收入的 9% 以
上，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比接近 1 ∶ 10。
对于农业企业来讲，投入科技研发资金是有
限的，尤其是从事经济效益不是很高的稻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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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捉襟见肘。目前农业技术研发投资的主体仍
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海纳能够依靠科技兴农、科
技兴企，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长期积累与坚守，
与国内一流的科研单位合作，创造一切条件把专
家请进来，把人才留下来，同时积极争取到政府
项目扶持，形成了一个科技支撑产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2.3 纵向一体化经营
当前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产业链
之间的竞争，为获取稳定的原料供应以及市场竞
争优势，多数有实力的企业会走向一体化发展道
路。既有将所有生产要素置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完
全纵向一体化模式，也有将种养环节置于企业边
界之外的准纵向一体化模式，还有介于两者之间
的中间组织形式。
纵向一体化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发展战略，其
内涵是指对产业链上的业务由市场买卖关系转变
为内部调拨的关系［20］。有研究表明：完全纵向
一体化模式是一种重资产、高投入的经营模式，
具有质量优势和品质属性优势，缺点在于较高的
投入成本；准纵向一体化模式通过对关系资源、
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的识取，实施轻资产经营战
略，其优点是在较短时间内投资较少固定资产实
现行业内相关多元化扩张，实现资源共享和积累，
获得了可持续的成本优势；缺点在于对保障产品
质量、提升农户收入质量和提高环境绩效等社会
价值的实现上逊于完全纵向一体化模式［21］。海
纳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两者兼顾，如水中鲤、
长生稻等名牌产品实行完全纵向一体化经营；而
准纵向一体化模式兼具经营多元化和专业化分工
的特点，主要应用于订单农业和乡村旅游服务业
等新业态。完全纵向一体化使海纳将生产全部环
节纳入企业内部管控，保障了产品质量，企业的
核心利益和品牌得到维护；而准纵向一体化使海
纳拥有的要素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通过产业链的
延伸带动价值链的提升。

3
3.1

海纳模式内在机理分析与评价
内在机理

关系治理、科技支撑和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
组成的海纳模式，三者密切关联又相对独立，在
企业发展历程中各自发挥着重要功能。在时间维
度上，关系治理最早出现于企业发展初期，海纳

基于信任互惠与农户、合作社建立广泛合作关系，
获得长期稳定合作，为企业规模扩大奠定坚实基
础。在海纳发展中期，为加快实现产业化发展，
对科技的需求与日俱增，驱使企业寻求科技突破，
通过引智引才，结成利益共同体，激发科技工作
者的积极性，促成科技成果转化，类似于温氏模
式，专家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温氏形成利益共同
体［22］。对于企业来讲，选择通过合作获取技术
成果相对于自主研发能够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
节约人力成本，对初创的农业企业来说是较为可
行的选择。当科技推动海纳产业化程度达到较高
水平的时候，市场地位和企业形象逐步提高，推
动企业走向纵向一体化发展。因为一体化经营可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稳定农产品价格，进而保障
农业生产和稳定发展，此模式使小规模农业生产
者特别是农户走出了内部规模不经济的困境，在
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提升农户经营水平。
关系治理发端于海纳发展初期，在后期作用
更加凸显，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在纵向一体
化发展时期，通过沟通、对话和协商解决复杂问
题和争端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非
市场制度”的运用适应了农业特点，有利于灵活、
及时、稳定地协调农业的产供销环节，为维护企
业品牌和企业形象发挥重要作用。科技支撑在企
业发展的中后期起到保障功能作用，种苗、农机、
肥料、统防统治无不例外都需要科技的支撑，而
且技术需要不断的更新和改造，以适应市场发展
需求，科技含量越高，现代产业的发展越处于市
场竞争优势地位，立足于科技支撑，企业才能具
备延伸产业链、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实力，是实现
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纵向一体化作为企
业发展战略的一种选择，在后期发挥导向功能，
其一体化程度决定着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影响企
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是一种关键性的战略选
择，如海纳高端市场选择完全纵向一体化发展，
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避免农户
机会主义和交易不确定出现，稳定优质产品供给，
积累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采取准一体化发展模
式，通过异质性资源整合，实现多元化经营，提
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化解市场风险，弥
补完全纵向一体化经营成本，获取可持续发展的
竞争优势。
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关系治理不仅降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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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交易成本，而且促进双方合作互动，利用
关系治理加强对农户技术指导与帮扶，促进公司
与农户双赢发展，使得纵向一体化模式下企业多
维度价值得以实现；反过来，纵向一体化模式下
企业通过提供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和管理资源，
增强农户对龙头企业的依赖性，提高合作意愿，
巩固关系治理成效。而科技支撑作为技术资源，
与其他两者形成供需依存关系（图 1），如同之
前所述，科技支撑是实现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前提
条件，技术覆盖了整个产业链环节，关系治理中
的农户也有技术需求，先进的生产技术是提高企
业、农户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与
此同时，在关系治理和纵向一体化组织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瓶颈，可以通过企业内部反馈至技术部
门，使科技创新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

关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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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系治理、科技支撑和纵向一体化相互作用机制
Fig. 1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business model

3.2

分析评价

海纳的成长轨迹类似于多数农业龙头企业发
展的一般规律，由个人初创向合作经营演变，由
单一产业向全产业链延伸，实现专业化或多元化
经营。同时，海纳模式又有着自身鲜明特色，如
前所述，海纳模式的显著特征包含关系治理、科
技支撑和纵向一体化经营，三者相辅相成，形成
统一整体。其中，关系治理是一种非制度性安排
的治理模式，用于规范双方机会主义行为，是一
种灵活处理合作交易危机的有效方式，常与合约
治理共同使用，但往往容易被企业忽视。海纳的
关系治理成本过高，为维护企业在农户和政府中
的良好形象通过市场半价提供生产服务的方式有
待商榷，可考虑通过完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效

率，巩固关系治理成效。科技支撑是海纳模式最
为关键一环，维护着关系治理的稳定性和纵向一
体化发展模式的延续性，但对于农业类企业来讲，
自主科技创新的能力十分有限，大多数依靠外部
力量。海纳的关键技术成果大都来自科研单位，
企业内部的技术储备相对不足，对未来发展造成
一定影响。纵向一体化是目前产业化龙头企业发
展的主流趋势，是实现全产业链开发的主要途径，
其经营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大，需要匹配现代化的
经营机制、管理架构和高层次人才队伍，这些对
企业发展提出较高要求。
总体而言，海纳模式值得成长中的农业经营
主体参考借鉴，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有效途径。对初创型企业来讲，前期的声誉
积累对企业成长十分关键，与农户建立有效的沟
通机制，赢得农户的口碑，能为今后的长期合作
打下坚实基础；处于成长中期的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
争力的有效途径，此阶段对技术需求程度较大，
多数企业选择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获取技术支
撑，但因其稳定性较弱，外部依赖性强，不利于
企业长远发展，应考虑建立自己的技术团队，将
外部技术力量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源。进入成熟稳
定期的企业，品牌形象、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制
度应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采取纵向一体化模式
发展的企业而言，常呈现出经营的多元化和专业
化分工的发展趋势，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取决于
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产业链上的竞争优势。

4
4.1

进一步提升联农带农效果的对策建议
加强治理体系制度化建设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是各种综合因素的结
果，尽管关系治理为企业与农户广泛合作起到稳
定器的作用，在处理合同纠纷、降低交易成本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但关系治理并不能取代规章制
度。在应对复杂的交易环境中，必须加快建立现
代企业治理体系，以契约治理为核心，关系治理
为辅，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公司管理制度建
设，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组织管理能力；完善联
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保障机制等制度建设。建立现代化关系治理体系，
加强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
提升关系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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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注重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技术是农业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带动
农户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当前农业企业的研发
成本过高、人才素质偏低的情况下，开展自主研
发困难较大，选择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是一种
快速有效的方式。但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技术
的获取并不是面临的首要问题，而技术人才才是
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的推广、运
用、管理、提升、转化等都有赖于技术型人才。
技术人才一方面可通过高薪聘请专家，带头开展
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将
高校毕业生培养和企业青年技术人才培养相结
合，加大人才引进和储备，培养一批技术骨干，
甚至可以把新型职业农民考虑进来，与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结合起来，提高农民科学素养；加强企
业内部技术团队的建设，消化吸收外来技术，不
断改进以适应新的技术问题，破解技术过度依赖
外部力量的制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4.3 加快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合理布局
进入一体化发展模式的企业，需要根据自身
情况合理配置资源，对于选择完全纵向一体化模
式的企业，其品牌和产品质量得到有效保护，但
经营成本较高，应努力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价值链
下游精深加工领域拓展，建立品牌效应，提升品
牌溢价能力，把物质资源优势和质量优势转化为
品牌优势，使农民充分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效益；
对于选择准纵向一体化模式的企业，能够使农户
充分共享其优势资源，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具有
更强的灵活性。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依靠信
息技术提高对种养环节的实时监控和全过程追
溯，同时通过“关系治理”“风险共担”等措施
消除或转移农户面临的道德风险和市场风险，稳
定农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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