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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不同经营主体从事设施蔬菜
产业适宜发展模式探讨
在对河南省设施蔬菜产区主要经营模式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散户或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生产与经营的优劣势，提出了轻简化和标准化是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必由之路、联合
和培育经营主体是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的壮大之策、开拓现代营销模式是设施蔬菜产业健康发展的保
障等主张。

李胜利 孙治强
（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我国设施蔬菜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

现，培育了大批新型经营主体，如龙头企业、专业

巨大成就，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促进农民增收、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社会资本投资设施蔬菜园区，

带动城乡劳动力就业和提高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了

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营销理念，对蔬菜产业发

巨大作用（张静书，2015）
。近年来，在需求拉动、

展起到了较大的助推作用。但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

资金推动和政策带动的助力下，大量社会资本转型

是，社会资本只是促进了设施蔬菜生产的规模化水

投资设施农业，以设施蔬菜为主的农业园区大量涌

平，而经济效益却不容乐观。大部分园区存在重建
设、轻管理的问题，加上缺乏专门的技术人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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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蔬菜等农产品供需的合理匹配，有效引导价格
走势，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同时，在蔬菜生产、采
收、上市的关键时期，加强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产销
信息跟踪监测，全面掌握生产布局、品种结构、上
市档期、上市量与价格等供求信息，积极疏通产销
渠道，防止产地蔬菜积压滞销情况发生。

营管理人才和流动资金，致使部分园区经营困难，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园区荒废和土地退转的现象
（范垄基 等，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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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主要设施蔬菜产区的不同生产经营方式进行

m，温室建造成本 9.6 万元。温室间隔 3 m 左右，

了调研，分析了不同类型设施蔬菜生产的投入和产

加上配套辅助设施及道路，每栋大约占地 2 667 m2

出情况，比较了不同生产经营主体的优势和劣势，

（4 亩）
，其中净使用面积略高于 1 333 m2（2 亩）
。

提出了现阶段以设施蔬菜为主的农业园区适宜发展

黄瓜越冬一大茬栽培 9 月中下旬嫁接育苗，10 月

模式。

中下旬定植，11 月中下旬开始采收，翌年 6 月上

1 调研范围及方法

旬拉秧。
2.1.1

生产及经营成本
3

① 年生产成本：有机肥

-3

调研范围为河南省设施蔬菜主要产区（周口市

20 m ，120 元·m ，计 2 400 元；种子 1 800 元；

扶沟县、安阳市内黄县、驻马店市汝南县）
、近些

化肥 800 kg，2 元·kg-1，计 1 600 元；农药 1 000 元；

年发展较快的地区（郑州市、新乡市、周口市商水

地租 5 000 元；合计 11 800 元。② 棚室折旧及维修：

县）
，以及国内设施蔬菜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山

棚膜按 3 年折旧，每年 3 610 元；保温被按 5 年折

东省寿光市、青州市）
。调研基地之一扶沟县是河

旧， 每 年 3 229 元； 温 室 主 体 按 8 年 折 旧， 每 年

南省蔬菜生产基地县、全国首批创建无公害蔬菜生

8 672 元；设施维修费用平均每年 1 000 元；合计

产基地县和全国首批果菜十强县。扶沟县瓜菜常年

16 511 元。③ 人工、营销及管理费用：按照每人管

2

，总产量 310 万 t，
播种面积 3.47 万 hm （52 万亩）

理 1 栋温室，每月 1 500 元，年人工费用 1.8 万元；

2

总产值 46.8 亿元，其中保护地栽培面积 1.2 万 hm

管理及营销按平均每年 2 000 元计；合计 2.0 万元。

（18 万亩）
。近年来扶沟县蔬菜生产经营组织化程

每栋土墙日光温室每年生产总成本共计 4.83 万元。

度不断提高，蔬菜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2.1.2 产出 年产黄瓜 3 万 kg，均价 2.6 元·kg-1，

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培育了越秀、三业、新远、中博、

年产值 7.8 万元。

一峰等一批蔬菜生产、
加工和销售龙头企业。目前，

2.1.3

扶沟县蔬菜专业合作社达 128 家，家庭农场 22 家。

回温室投资，
平均每 667 m2 耕地年纯收入 0.74 万元。

蔬菜专业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一批规模化的

2.2 钢架塑料大棚投入产出分析

效益分析

年纯收益 2.97 万元，3.2 年可收

蔬菜生产基地，如美国安食公司扶沟蔬菜基地、澳

单栋大棚长 120 m、跨度 8 m，建造成本 2.5 万

大利亚绿橄榄公司扶沟蔬菜基地、周口平原现代农

元。棚间隔 2 m 左右，加上道路及辅助设施，每栋

业公司蔬菜基地等。

。早春茬黄瓜采用多层
大约占地 1 133 m2（1.7 亩）

调研内容为不同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分散种

覆盖，1 月初育苗，2 月中下旬定植，3 月底开始采

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企业等 4 种类型）从事蔬

收，7 月上旬拉秧；秋延后黄瓜 8 月中下旬育苗，

菜生产的投入与产出情况。调研主要采取实地考察

9 月中下旬定植，10 月上旬开始采收，12 月上旬

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经济分析采用静态分析法。

拉秧。

2 不同设施蔬菜生产投入产出及效益
分析

2.2.1

生产及经营成本
3

① 年生产成本：有机肥

-3

10 m ，120 元·m ，计 1 200 元；种子 1 400 元；
化肥 500 kg，2 元·kg-1，计 1 000 元；农药 1 000

目前河南省蔬菜保护地生产的主要设施有土

元； 地 租 2 000 元； 合 计 6 600 元。 ② 棚 室 折 旧

墙日光温室和钢架塑料大棚，种植的主要作物有黄

费用：棚膜、防虫网、压膜线按 3 年折旧，平均

瓜、番茄、茄子、辣椒等，其中黄瓜生产的相对效

每年 1 020 元；大棚骨架按 10 年折旧，平均每年

益最高。在进行投入产出及效益分析时，以土墙日

2 194 元； 设 施 维 修 费 用 平 均 每 年 500 元； 合 计

光温室和钢架塑料大棚为例，温室生产方式为黄瓜

3 714 元。③ 人工、营销及管理费用：按照每人管

越冬一大茬，大棚为黄瓜早春和秋延后两个茬口；

理 2 栋大棚，每月 1 500 元，每栋大棚年人工费用

企业经营为雇工生产模式。

0.9 万元；管理及营销按平均每年 1 000 元计；合

2.1 土墙日光温室投入产出分析
单栋温室长 120 m、跨度 10 m、墙体底座宽 6

计 1.0 万元。每栋钢架塑料大棚年生产总成本共计
2.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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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茬黄瓜总产量 1.75 万 kg，均价 1.8

-1

发市场、客户田间收购，或者由合作社进行统一

元·kg ，年产值 3.15 万元。

销售。

2.2.3 效益分析 年纯收益 1.12 万元，2.23 年可收

3.1.1 优势分析 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生产管

2

回大棚投资，
平均每 667 m 耕地年纯收入 0.66 万元。

理成本低。① 农户利用自己的土地，或者租用部

2.3 影响设施蔬菜生产效益的因素分析

分土地建设设施，每年地租的成本较低；② 主要

2.3.1 成本控制 土墙日光温室生产方式下，生产

，
的劳动力为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不计生产成本）

资料、棚室折旧及维修、人工费用分别占总成本

只是在农忙季节临时雇佣工人，大大节约了劳动力

的 24.4%、34.2% 和 41.4%；钢架塑料大棚生产方

成本的投入；③ 劳动效率高，生产者是在做自己

式下，三者费用分别占总成本的 32.5%、18.3% 和

的事，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会尽力而为，在技术和

49.2%。由成本构成可以看出，人工成本占第一位。

投入有保证的前提下，往往会获得较高的产量；④

降低人工费用需要实行轻简化栽培，目前水肥一体

节本增效意识强，生产者在使用过程中会爱惜、维

化作为一种便捷的水肥管理措施已开始逐步推广，

护设施，降低生产过程中农资的浪费；⑤ 设施可

而其他的轻简化措施仍在研发和初步示范阶段；现

以得到充分利用，提高设施整体的生产潜能。

阶段主要依靠科学的管理来提高劳动效率，如减少

调研发现，这种生产方式下人工费用可降低

不必要的非生产性用工，量化管理、目标管理和超

80% 以上。土墙日光温室平均每栋（长 120 m、跨

产出分成管理等。降低棚室折旧费用和维修费用则

度 10 m）年节约成本 1.6 万元；钢架塑料大棚平均

需要从提高工人的责任心方面入手。如棚膜，农户

每栋（长 120 m，宽 8 m）年节约成本 0.8 万元。

自己的温室一般可以用 3 年，而大多数以公司为主

3.1.2 劣势分析 ① 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承担设施

的园区只能用 2 年，甚至有的维护不好需要每年更

建设所需要的资金；② 规模较小，单位产品营销

换。降低生产资料的投入需要依靠科学的种植技术

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较高；③ 技术风险与市场风

进行合理的投入。

险承担能力弱；④ 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质量无

2.3.2 提高产出 一是提高单位棚室的产量和产品

法保证。

品质，这一方面要依靠科技，另一方面要科学安排

3.2 农业企业规模化生产与经营

茬口。由于黄瓜种植的比较效益高，加上当地有种

企业作为主体，传统的模式为企业流转土地，

植黄瓜的传统，黄瓜连作现象比较普遍。随着种植

投资建设生产设施，在企业的统一组织下雇佣工人

年限的延长，连作障碍已经开始显现并极大地降低

进行生产，产出的产品由企业统一组织销售。

了棚室的生产能力。科学轮作的种植模式逐步普

3.2.1 优势分析 ① 资金优势，有能力建设性能良

及，如早春瓜菜—秋延后茄果类、早春瓜菜—秋茬

好的生产设施与配套设施进行生产与经营；② 便

芹菜等。二是提高单位产品的售价。通过及时了解

于实现规模化生产与经营；③ 有条件实现产品采

市场信息，利用现代的营销方式和营销理念，找准

后的初级加工、包装与处理，获得一定程度的产品

市场缺口、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产地产品价格的提

增值；④ 便于开拓市场，减少产品销售的中间环

高。三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和拓展

节，获得较为合理的产品售价；⑤ 有助于保障产

园区的功能，如产品的初级加工与包装，城市近郊

品的质量。

的园区发展休闲采摘等。四是提高设施的综合利用

3.2.2 劣势分析 ① 雇工成本高，生产工人稳定性

效率，如棚室夏季休闲期的综合利用，棚前空地的

差。规模化生产与经营需要雇佣大量的生产工人，

有效利用等。

劳动力成本已成为农业企业最大的生产成本。由于

3 不同经营主体从事设施蔬菜生产的
优、
劣势分析

设施蔬菜生产周期较长，从幼苗的培育、定植到产

3.1 农民散户或者家庭农场式生产与经营

付员工工资，这对于大部分农业企业来讲都是不小

农户作为生产主体，产品依靠当地的蔬菜批
—  14  —

品的收获需要 2～3 个月，甚至更长，因此在一段
时间内园区基本上没有销售收入，而每个月还要支
的压力。另一方面，园区的生产工人多是来自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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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这些人员本身家里也有土地，多是在农闲

产和经营成本相对较低；③ 方式灵活，
适应能力强。

时间到园区打工，造成园区工人的稳定性差，较高

3.3.2 劣势分析 ① 管理不规范，功能错位。合作

的流动性也造成了熟练技术工人的缺乏。

社本应该是按照一定章程建立起来的，入社会员参

② 生产环节管理难度大，农业种植的因时操

与经营决策。但实际上大部分合作社是一人独大或

作与固定管理是一对矛盾。目前农业园区大多像工

者实际上是一个公司，会员与合作社之间并没有真

厂一样采用按时上下班制，而设施蔬菜的管理环节

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合作社成了一个

时效性强，一个关键操作环节的失误或操作延迟，

农资销售的主体，而其技术服务功能和产品营销功

就会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另一方面，工人的责任心

。② 实力较弱，人才缺乏，
能较弱（马理 等，2015）

普遍较弱。所调研的大部分园区，生产工人与园区

市场开拓能力较差。

老板的价值观不同，责任心不强的员工会造成生产

4 不同经营主体适宜发展模式建议

资料的浪费，管理不到位会使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大

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设施

大降低。
③ 非生产性投入过大。大多数设施园区在规

蔬菜产业的发展也不例外。要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

划建设中都有完善的功能分区和组织管理结构，这

发展，需要培育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

对于一个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企业是必备的，但对于

主体（何启伟 等，2014）
。不同的经营主体从事设

现阶段设施蔬菜发展水平而言，
有些功能区过于“高

施蔬菜产业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应根据各自

大上”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非生产性

特点选择适宜的生产经营模式，以获得较好的经济

人员所占比例过高，而这些人员并没有在管理和服

效益和社会效益。

务中提高园区的生产效率。
④ 功能性浪费。有些园区在建设过程中过于

4.1

轻简化和标准化是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必由

之路

注重形象，没有充分考虑设施结构与功能相匹配，

国内的生产设施（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与

造成高投入的设施并没有带来高的产出；有的设施

国外的大型自动控制温室相比，在安全、轻简、高

在利用上骑虎难下，弃之可惜，用之心痛；还有

效生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在现有生产水平下，难

些园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信息监控和数据采集

以实行机械化操作和栽培技术的标准化，缺乏专业

系统，这些除了可提升所谓园区的高科技形象之

化的生产工人和难以实现量化的用工管理，这些是

外，在服务于园区的管理和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

以企业为主体实现设施蔬菜规模化生产的限制性

有限。

因素。

这种生产方式下，有些园区由于管理经营不

要实现设施蔬菜生产的轻简化和标准化，首

善，年生产总成本大概要增加 15% 以上，产出则

先，从设施选型上入手，要选择便于实现轻简化栽

降低 20% 以上。单栋土墙日光温室的年效益只有

培的设施。如日光温室要选择大跨度、钢骨架、无

2

立柱，便于小型机械设备的操作；塑料大棚在单体

0.69 万元，折合每 667 m 效益 0.17 万元；单栋钢
2

架塑料大棚年效益 0.19 万元，折合每 667 m 效益

大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钢骨架连体

0.11 万元。除去融资和其他费用，园区基本上没有

塑料大棚。其次，从幼苗培育、定植、吊蔓等各个

什么盈利可言，如果遇到灾害性天气，或者市场价

管理环节实现技术的标准化和工作的量化考核，从

格波动产品销售不畅的情况，企业只能面临亏损。

栽培农艺上符合小型农业机械的使用。第三，注

3.3 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生产与经营

重产品品质，以高品质实现产品的高价值，注重

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合作社，统一技术服

培育品牌，以品牌作为高品质的有效载体。第四，

务、统一农资供应和统一产品销售，农户是生产的

选择高附加值的优良新奇品种，在做好生产的基础

主体。

上拓展园区的功能，例如，拓展园区的生态休闲功

3.3.1

优势分析

① 生产的分散性和经营的统一

性有机结合，融合了上述两种方式的优点；② 生

能。发展会员，实现会员制供应、特定消费群体专
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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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和培育经营主体是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的

壮大之策

要模式。这种模式下，
以专业合作社为生产的主体，
依托专业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加工企业组建行

以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模式在生产

业协会。行业协会负责制定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和营

环节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在产品营销环节则显得力

销，合作社组织社员按照协会标准进行农产品的生

不从心。不同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联合起来可以实

产，龙头企业负责农产品的收购与加工。这种模式

现生产的规模化，应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有实

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在国内属于探索发展

力的经营主体（秦潮 等，2015）
。如以家庭农场为

期，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基本单元，组建合作社 + 家庭农场、蔬菜协会 + 合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如一些地方政府扶

作社 + 家庭农场；或者与龙头企业结合，组建龙头

持的平价菜店进社区，生产基地与销售网点“点对

企业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等模式。

点”对接，进行品牌连锁；农餐对接，即合作社对

无论何种模式，家庭农场都应该是生产的主

一些团体消费单位，如学校、大型企业等实行专供；

体，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是服务和经营的主体。合作

农企对接，即合作社与加工企业，如生产基地与三

社或者农业龙头企业要与农户或者家庭农场积极结

全、思念、康师傅、肯德基、麦当劳等对接；随着

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尊重农民在产业链上的分工，

信息通信技术的完善、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电子商

不与农民争利，主动让利，把生产的环节让农户或

务模式将会在传统农业的营销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者家庭农场来承担。

。
用（孙占刚 等，2015）

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可控的工作。如在产业链的上游进行研发和种苗培
育，为生产者提供优质壮苗和农资；在生产环节为
生产者制定产品标准、提供技术服务和进行质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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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超对接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模式，农超
对接的优点在于产地的合作社与超市直接签订购销
合同，减少了销售的中间环节，农民和超市都可以
从中获利；对消费者而言，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相对
有保障。但这种销售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大
部分合作社和超市缺乏冷链运输能力，产品的运输
需要依靠第三方物流，费用较高；在双方合作中，
超市处于优势地位，合作社在产品的定价、付款方
式和准入门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杨冬梅和施燕
萍，2014）
。
在国外，行业协会组织销售是农产品销售的主
—  16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