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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工商资本向乡村下沉

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

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用地非农化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尽快制定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准入和监管办法，严禁擅自改变农业用途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

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准入、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研究制定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具体意见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健全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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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技术、资
本是经济发展中的
三个重要生产要
素。和国内其他省

份一样，长时间以来，我省农村
生产要素单向流出态势明显。

农村原有的“小农”模式，
导致农业生产的供求不匹配、
农产品高成本等系列矛盾突
出，农业生产亟待深入推进一
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工商资本的下乡实践，对
改造传统“小农”模式提供了
有力支撑，有助于将农村生产
要素重新整合，并引入现代化
生产和管理要素，起到降低成
本和增加产出的作用。

乡村有需求，资本有动
力，发展有空间，随着我省乡
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和推进，工
商资本向农村下沉趋势明显，
并带动了人才、技术等生产要
素的加速回流。但是，下乡创
业在土地集约、项目落地、社
会融资等方面遇到的诸多瓶
颈，也亟待破题。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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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一早，冯丽琴骑了十多
分钟电动自行车，便来到营口市大
石桥香之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包装
车间，打扫卫生，清理设备，做开工
前的准备。

虽然离城30多公里，但得益于
工商资本下乡建厂，冯丽琴和村里
的 20 多名妇女实现了从农民到工
人的身份转换。

增加就业机会，只是工商资本
下乡的效应之一。

“过去农闲时，男人喝酒打牌，
女人说东道西。现在，大家在合作
社、工厂找活干，一门心思图发展，
连村风都变好了。”朝阳凌源市北炉
乡北炉村村民潘玉华说，自己在村
里的蔬菜公司当择菜工，每月计件
收入能达到2000元。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工商资本已经成
为改造“小农”的星火。

那么，如何激发工商资本下乡
的热情？

专家认为，当下的关键在于发
挥政策引导、市场分析和预警等作
用，帮助下乡的工商资本规避雷区
和风险，破解共性难题，实现资本不
走偏、农村农民受益的双赢。

工商资本下乡，投资什么，选项
目是重要的环节。

在对省内五市七县的采访中，
记者发现，目前，下乡资本的投资项
目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业，很多地
方呈现出“一产重于二产，二产重于
三产”的大致格局。

营口市汤池镇刘家沟村群山环
抱，大石桥香之源调味食品有限公
司坐落其间。这是村里的第一家也
是迄今唯一的一家工业企业。公司
总经理刘耀华说：“选择离城市 30
多公里的农村投资建厂，主要是看
好当地的自然环境，符合自己食品
企业‘源于自然’的理念，当地政府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与刘耀华的“幸运”相比，一些

投资商坦言，他们选择种植养殖业项
目下乡时并不受待见，原因是种植养
殖业项目不能给当地带来直接税收。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部分参与
种植养殖业项目的工商资本，在下
乡过程中往往处于自发状态，缺少
统筹、规划和引导。而现实中资本
下乡的需求潮涌，如何搭建起项目
和资本的有效对接平台，成为一个
值得探索的课题。

大连吉森科技有限公司是大连
多家高校的后勤供应商，常年为高
校供应蔬菜，有意通过投资高效蔬
菜种植来降低供应成本，但因多方
面的原因没有成功，直到在彰武县
苇子沟镇达成项目对接。

“种菜、田间管理都不是我们的

强项，我们不可能自己去种地，而当
地设计了一种‘6355’股份合作模
式，把我们和当地的农业能手对接，
我们只做财务投资，占60%股份；农
业 能 手 、村 集 体 、贫 困 户 分 别 占
30%、5%、5%的股份，派驻帮扶干部
监督财务，让我们敢于到农村投资，
而且非常省心。”吉森科技董事长单
联臣说。

基于这种合作模式，吉森科技
一期投资用于 100 亩土豆、大葱种
植，并计划于今年再扩大 100 亩种
植面积。

葫芦岛市建昌县小德营子乡新
立屯村的一家小型制衣车间内，机
器轰鸣，几十名女工熟练地操作机
器，一件件泳装堆到了检验员的面

前。女工大多来自本村，依靠这个
车间实现了“就业看家两不误”。

车间管理人员乔亮告诉记者，
在城市设厂不仅场地租金高，工人
工资也比农村高出一大截，还需要
支付工人的食宿成本。他们了解到
建昌有丰富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资源
后，主动把车间搬到乡下，与扶贫车
间模式相结合，实现了企业发展和
帮贫助困的双赢。

显然，工商资本下乡在项目的
选择上，离不开因地制宜和量体裁
衣，但如何包装好和推荐好地方资
源禀赋、特色产业项目，使其与社会
资本有效对接，畅通工商资本的下
乡之路，仍然是地方基层政府的一
个重要课题。

工商资本下乡创业

怎样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搭建有效对接的平台很重要

工商资本下乡助推乡村振兴调查（上）

工商资本给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面临土地集约难、项目落地难、社会融资难——

迈过三道坎，下乡创业才能一路顺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李 越

工商资本下乡
城镇工商企业或工商业者向农

业农村投资，带动人力、财力、物力
以及先进技术、理念、管理等进入农
业农村，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引导
和规范工商资本下乡，充分发挥其
积极作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的重要体现，是缩小城乡差
距、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路
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要。

在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的一
家饭店里，红烧小龙虾是这儿的招
牌菜。每有客人点这道菜时，饭店
老板都会热情地介绍，“这是沈阳
地产的小龙虾。”

在2017年以前，沈阳市场上的
小龙虾均来自南方，让沈阳人吃上
地产小龙虾，缘自包明君一次乡下
创业的实践。

“我在湖北上过学，对小龙虾
有较深的了解，到了最炎热的夏
季，小龙虾往往躲进泥里无法捕
捞，所以就有一段市场的空当期，
我琢磨着能否利用南北温差来弥
补这个空当，就试着引进小龙虾养
殖。”包明君说。

2017 年，包明君在沈阳市沈北
新区流转了100亩稻田开展养殖实
验，当年冬天小龙虾越冬实验成功，
更坚定了他扩大生产规模的信心。

然而，在寻找适合的水田资源
时，包明君意识到这是自己下乡创
业最难啃的“骨头”。“和分散的农户
协商土地流转，就像水中按葫芦，东
边沉了西边又冒了，身心疲惫。毕
竟每亩田有几千元的设施投入，我
们希望达成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
包明君说。

无奈，包明君从一家国有农
场流转了 1000 亩水田，作为自己
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而当他想再
建一个 1000 亩的育苗基地，以便
把养殖规模扩大到 1 万亩至 2 万

亩时，走遍全省也未能找到适合
的地方。

在阜新市彰武县苇子沟镇业喇
嘛土村，一个占地4000亩的中药材
种植基地已经种下药材。投资方坦
言，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考察了东
北三省，抛开自然、气候等条件，最
终决定落在这个村，主要是当地可
提供集中连片且无产权、经营权纠
纷的土地资源。

业喇嘛土村党支部书记桮显玉
告诉记者，业喇嘛士村是合并村，中
药材基地所在的位置是以前的旧屯
村，是旧屯村互换并地确权最彻底
最明晰的地块。

“投资商来我们村，不单单是给
我们增加了新的产业项目，更重要
的是转变了大家的观念，不能老弄
玉米，要进行规模化生产，把农村富
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其
他经营。”桮显玉说。

调查中，不少有意下乡创业兴
业的投资者告诉记者，在农村创业
兴业，首先离不开的就是土地资源，
而绝大多数行政村很少有可调配的
集体土地，尤其是集中连片的土
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也成为
工商资本下乡创业的瓶颈之一。

“小面积的土地流转尚好操作，
但 200 亩以上甚至更多，光找地就
成为一个大问题，这需要基层政府
帮助，乃至村规民约力量的介入。”
曾在农村创业的刘明华建议。

工商资本下乡务农

怎么拿到连片的土地？需要村规民约力量的介入

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灾害风险
高、价格波动快……这些是农业投资公
认的风险因素。也因为这些因素，农业
投资在获得社会融资支持方面也常常面
临困难。

“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儿的不算’，
我们干养殖业，想从银行贷款太难了，只
能向亲戚朋友借。”回忆起8年前到农村
投资，建昌县天程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海新至今仍感慨。当年，他建规模化
肉羊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和存栏羊就投
资了1000多万元。

融资难，包明君也感同身受。他用
土地经营权申请贷款遭拒后，只好用自
家房产、汽车抵押，才成功融资用于投资
农业项目。“农业项目多是资金密集型投
资，可我们仅有的土地经营权在金融机
构眼里并不是优良抵押物。”包明君说。

让包明君更难理解的是，一些地方
为鼓励企业下乡投资而设立起农业产业
发展基金，但申请基金的难度远大于银
行贷款，以致这些产业基金绝大多数躺
在账上睡觉，而真正需要资金的项目却
嚷“口渴”。

农业生产周期长，直接导致资金积
压重而流动资金少，也往往是资本下乡
面临的另一道难题。

在彰武县苇子沟镇架子山生态基地，
丁建波依靠滚动式投入发展起数百亩果
园。十多年来，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除了水
果采摘季，手上没有多少“活动钱”。

帮扶干部仔细分析了丁建波的经营
模式后，建议他增加林下养殖“短线”项
目，以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并牵线引来
投资方共同发展林下散养鸡项目，首批
投放的 1 万只鸡雏很快见到效益，丁建
波计划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至5万只。

为化解流动性资金不足的问题，刘
海新进行了延长产业链的探索。“育肥一
只羊，正常年景利润300元左右，我发现
屠宰销售利润率高，就自建了屠宰加工
厂卖切割羊肉。再后来，发现烤羊肉串、
烤全羊利润更丰，又开了一家饭店。虽
然绝大部分羊肉是通过正常途径销售，
不太可能通过自己饭店来完成自产自
销，但有必要这样尝试。”刘海新说。

记者调查发现，用工商资本撬动乡
村产业，还面临着“硬件够硬、软件偏软”
的窘境。

近年来，随着农村电力、交通等基础
设施改善，为工商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
农村铺好了通道。而另一个通道，则需
要在软件上下功夫，比如鼓励工商资本
下乡类似土地、人才、融资、税收等政策，
有待增强实用性。

辽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王
丹认为，辽宁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但长
时间以来停留在农产品初级加工、原料提
供上，产业链短导致利润薄进而影响资本
下乡热情。完善产业链需要更大的资金
投入，靠单个项目、企业很难完成，通过引
导新兴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进而
吸引深加工业落地是成熟的方法。

“资本是逐利的，建议政府出台清晰
的系统化鼓励政策，挖掘潜力项目，打造
特色品牌,让下乡资本变‘替代’农民为
带动农民，撬动更多资本有序下乡。”王
丹说。

只有多方努力，为有志于参与乡村振
兴的资本提供更好的土壤，让其发挥应有
的作用，才是工商资本下乡的题中之义。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胡海林摄

工商资本下乡发展

如何延伸乡村产业链？
金融活水的支持少不了

词条

在彰武县苇子沟镇架子山生态基地，因为有了新技术新设施，吴红军一
个人就能照料上万只鸡。

在凌源市北炉乡，一家蔬菜公司把车间建到了北炉村，村民变身择菜
工，每月计件收入达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