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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主 工商注册忙

□

本报实习记者 任明杰

家庭农场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最近一

段时间以来，家庭农场主争先恐后到工商

部门进行注册却是十分新鲜。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走访胶州市工商

局的时候，副局长姜志刚一坐下就说：“你

们来之前我们还专门去做了一次调研，

也做了一些统计。 这不统计不知道，一统

计才知道胶州市注册在内的家庭农场已

经有

28

家！”而令姜志刚不解的是，将家庭

农场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者按理说是要依法纳税的， 他们为什么

纷纷到工商部门进行注册呢？ 姜志刚猜

测， 他们考虑的可能是先把家庭农场注

册下来，然后等着扶持优惠政策落地。 记

者在随后采访鸿飞大沽河家庭农场负责

人王兴迁的时候，他也证实了这种猜测。

如果说家庭农场进行工商注册成为

独立的市场主体， 是为了与其他市场主体

展开充分竞争， 在胶州市经管站站长刘丕

舜看来这不现实。他认为，家庭农场有一个

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亟需税收、信贷、用地、

用电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与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地位相比，更

为紧迫的应是获得法律主体地位。与以前

记者走访农业专业合作社得到的反馈不

同，家庭农场主在盼望优惠政策的同时，

更盼望能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法律地

位。 还是以鸿飞大沽河农场为例，虽然王

兴迁承包的

5030

亩土地的租期最短的有

16

年，最长的有

30-40

年，短期来看并没

有后顾之忧， 但王兴迁在谈到这里的时

候还是两手一摊，向记者表示：“法不责众

啊，到时我把地种好了，大伙看着眼红，都

来要地，我能不给吗？ ”他又说：“现在农民

合作社都有农民合作社法了，什么时候家

庭农场也能有个家庭农场法呢？ ”

刘丕舜也说， 应该尽快给予家庭农

场应有的法律地位， 这样他们才能放心

大胆地去经营。 未来家庭农场要发展，政

策上的优惠和法律上的保护， 实在应该

两手抓。 但目前家庭农场连统一的定义

都没有，要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实

在是任重而道远。

中央一号文件虽然提到“鼓励和支持

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流转”，但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这三个农业经营主体之中， 人们不禁

要问，到底哪一个更具发展潜力，哪一个会

成为未来的主流呢？

在刘丕舜看来，在农产品质量问题高

发的背景之下， 要建立农产品质量的追溯

制度， 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具有法人主体地

位。以此来看，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显然

比专业大户更具优势。 而家庭农场和农民

合作社又孰优孰劣？ 刘丕舜说：“农民合作

社内部会经常面临利益分配的问题， 而家

庭农场经营主体单一， 与农民合作社相比

更具管理上的优势。 ”但是，家庭农场能否

像农民合作社一样大规模推广， 这又是一

个新问题。

农民合作社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问题多多。多位三农问题专家都曾向记者

表示， 家庭农场在发展之初能否未雨绸

缪，避免重蹈农民合作社的覆辙，这恐怕

是当政者亟需考虑的问题。

市场主体地位、 法律主体地位、经

营主体地位，家庭农场如何完善自己的

“三位一体”，恐怕是未来一段时间所不

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产业调查

山东胶州农民办逾5000亩巨

型家庭农场

扶持优惠政策亟待出台

本报实习记者 任明杰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其中，“家庭农场” 的概念是首次

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而在现实中， 家庭农场早已

遍地开花。21世纪初以来，上海松

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

波、 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

农场，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

营主体。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

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

务试点地区， 已有家庭农场6670

多个。其中，位于山东省胶州市的

鸿飞大沽河农场占地面积多达

5030亩， 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

注。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

鸿飞大沽河农场， 就家庭农场的

经营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调

研。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条件

“那边是去年打下来的玉米，

简单晾晒后就能烘干脱粒了。”鸿

飞大沽河农场48岁的主人王兴迁

指着左手边广场上堆积如山的玉

米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道。“这

边是刚从内蒙古运来的土豆种，”

王兴迁又指向右手边，“差不多一

块钱一斤，有30万斤吧，还差半个

月左右就能下地了。 ”就这样，王

兴迁“左手粮食，右手土豆”，短短

5年便一手打造出规模达5030亩

的巨型家庭农场。

5年前的2007年，王兴迁以每

亩550斤小麦的租价从东小埠村、

西小埠村和双京村租种了600亩

土地，尝试粮食种植，从此便一发

而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王兴迁

所承包的5030亩土地已经囊括了

周边12个村庄， 共约2000个家庭

的土地。 其中， 粮食种植面积达

3000多亩， 土豆种植面积1500

亩-1600亩， 另外还喂养有少量

的鸡、鸭、羊等牲畜。 去年3月份，

王兴迁在工商部门正式将农场注

册为“胶州市鸿飞大沽河农场”。

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使机械

化大生产成为了可能。 在鸿飞大

沽河农场的机械库里，30多台大

型农用机械一字排列。 王兴迁如

数家珍， 向记者一一介绍起来，

“这是喷药机， 能一次喷射18米，

一天能喷射五六百亩的农地。 这

是免耕施肥播种机，很先进，实现

了一体化作业……” 而机械化大

生产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据王兴迁介绍， 实现机械化规模

种植后， 起码节省了一半的人工

费用。 “现在农场才20来个工人，

一个人管理500亩土地不成问题，

只有作物收割的时候才会临时多

雇用一些工人。 ”同时，经烘干机

烘干的粮食比一般农户晒出来的

粮食糠少、土少，比市场价格高出

一毛钱还多。“人家的小麦收购价

也就1.1元左右，我们的起码能卖

到1.2元。 ”王兴迁说。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 鸿飞大

沽河农场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市场风险。 受

2012年全国土豆丰收、 价格骤跌

的影响， 鸿飞大沽河农场损失达

100万元。 吸取此次教训，王兴迁

在新春土豆播种前便将1/3的土

豆与企业签订了订单。“我们跟公

司订的土豆收购底价是6毛3一

斤， 这样即使今年土豆价格还是

跟去年一样， 我们也能保证这一

块的收益。 而如果土豆市场价格

上涨，另外的2/3的土豆也能弥补

那1/3的损失。 ”

据王兴迁介绍， 在扣除各种

费用后， 农场去年的净利润达到

150万元左右， 今年达到200万元

应该不成问题。这样算来，农场每

亩土地的净利润能到300元-400

元。 而以前土地在个体农户手中

能收支相抵就很不错了， 根本不

敢奢谈利润。

从全国看来， 家庭农场的规

模效益也已经逐渐显现。 以家庭

农场连片集中的上海市松江区为

例， 自2007年推出家庭农场到

2012年6月，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已

发展到1173户， 经营面积占全区

粮田面积的77.3%， 户均经营面

积114.1亩，户均年收入10.1万元。

而在吉林延边，2011年199家家庭

农场中有98%实现了盈利，2012

年全州451家家庭农场中，有99%

实现盈利。

家庭农场宜因地制宜

家庭农场能实现很好的规模

效益， 但一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

发展家庭农场还要因地制宜，切

忌一刀切。 胶州市农业局经管站

站长刘丕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解

释道：“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发展家

庭农场这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模式

首先要看当地对土地的依赖程

度。 比如说鸿飞大沽河农场所在

的李哥庄镇， 当地是全国有名的

制帽之乡， 很多年前当地的农民

就转移到二三产业去了， 种地的

寥寥无几。 当地对土地的依赖程

度很低， 从而为家庭农场的兴起

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要

看土地的收益， 土地收益高的地

方也不利于发展家庭农场。 土地

收益高，流转难度就大。比如说离

胶州不远的寿光市就几乎不可能

发展起家庭农场， 因为当地农民

种植高效蔬菜收益很高， 土地寸

土寸金，土地流转难度很大。 ”

在家庭农场的规模上， 既有

像鸿飞大沽河农场这样规模达

5000多亩的巨型家庭农场， 也有

像上海松江区那样的规模在100

亩-150亩的小型家庭农场。 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

室主任党国英认为，“考虑到多种

因素， 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

速度、管理水平、现有技术装备水

平与配套服务体系等， 我国平原

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

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

超过30亩。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出

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而中国

小农经济的现实也决定了中国的

家庭农场将长期以松江的小型家

庭农场为模型。 但松江区委书记

盛亚飞也表示，“我们测算过，如

果夫妻俩都是壮年劳动力， 按现

在的劳动生产力， 可种600亩地。

也就是说，松江有30万亩土地，其

中20多万亩种稻谷， 只需要五六

百户农户进行劳作。 这是我们搞

家庭农场的目标。”而随着家庭农

场规模的扩大， 农场的经营也可

能突破“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

的束缚。 比如鸿飞大沽河农场在

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便由当初的家

庭经营发展到现在的股份制经

营。而随着规模的扩大，为了解决

规模和效率的矛盾， 王兴迁已经

决定今年将整个大农场分成四个

小农场， 每个小农场由两个股东

经营，以提高农场的经营效率。

而在家庭农场的作物方面，

各地因地域、 气候和市场的不同

更是各有不同， 但农产品的品牌

化和精细化或许是未来家庭农场

的发展方向。刘丕舜向记者介绍，

家庭农场的未来发展关键是要提

高农产品的精细化程度， 创立自

己的品牌。 王兴迁也对记者称，

“今年要为农场的白菜、 土豆、水

稻等产品建立自己的品牌， 向农

产品的精细化方向发展。 ”

经营发展面临两难

“怕就怕本来种得好好的地，

突然被农户要回去。”对家庭农场

本来信心满满的王兴迁在谈到家

庭农场的土地流转问题时不免担

心起来。 他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地种得不好，担心自己，地种

得好， 又担心别人———怕别人眼

红，半路把地要回去。 “就盼望政

府能下发一个正式的文件， 确立

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 把家庭农

场的土地承包权保护起来。 ”

而王兴迁的担心和希望也是

全国很多家庭农场主的担心和希

望。 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到

目前还未有细化的具体政策出

台， 很多家庭农场主处于一边经

营一边观望的过程之中。 由于担

心土地承包过程中生变， 很多地

方的家庭农场土地短期租赁现象

十分普遍。刘丕舜也认为，家庭农

场的发展和完善， 首先要给予其

相应的法律地位， 政策上的优惠

也应该逐步落实。

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享受

到各种扶持优惠政策相比， 关于

家庭农场的扶持优惠政策迟迟未

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多

混乱。 胶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姜志

刚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胶州

市已实现工商注册的家庭农场共

有28个，其中，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的共有26家， 注册为个人独资企

业的有两家。“现在农民专业合作

社享有各种优惠政策， 合作社种

养殖不需要交税， 进行农产品深

加工也不需要缴税。但是，家庭农

场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出

台， 而已经进行工商注册的家庭

农场属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

企业性质， 原则上应当交税。 而

且， 很多家庭农场在种养殖环节

属于第一产业，是不需要交税的。

但有些家庭农场已经进行到农产

品深加工环节， 这就属于第二产

业了，也是应当交税的，这也是跟

合作社的一个不同。 ”于是，与合

作社相比， 还处于政策空白期的

家庭农场便处在了一种非常尴尬

的地位。姜志刚同时表示，正月十

五过后， 市工商局将会逐步对家

庭农场展开调研， 制定研究具体

办法。

另外， 家庭农场要适应规模

化经营的要求， 对农机和资金的

需求巨大，这都需要政策在补贴、

信贷等方面的扶持。 王兴迁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规模扩大后，

自己的农场现在每年的投入都在

700万-800万元， 而很多仍是依

靠他个人信誉的贷款。 自己之所

以去年到工商部门对农场进行了

注册， 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能尽

快享受到政策在资金、 补贴等方

面的优惠。

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具体的

扶持优惠政策也有望很快出台和

落实。日前，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

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表示， 农业

部将按照中央要求， 着手研究培

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

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

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 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

场注册登记制度， 明确家庭农场

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

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

持政策。 而刘丕舜也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透露， 胶州市正在根据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制订土地规模经

营的实施方案， 并将对10家示范

合作社、10家示范家庭农场、10家

专业大户进行一定的资金奖励。

而王兴迁更是向记者透露， 自己

已经从市农业局获悉， 国家将对

家庭农场进行每亩地231元的补

贴，只等政策落实。

丰富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家庭农场的出现和兴

盛， 家庭农场将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 种植大户一起丰富农业经营

主体，未来有望改变目前“公司+

农户”的单一经营模式。

在近年来的诸多食品安全事

故中，“公司+农户” 的经营模式

一直为人所诟病， 特别是在去年

年底的“速成鸡”事件爆发后，“公

司+农户” 的经营模式一度成为

众矢之的。在1月28日第三届中国

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 新希

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称未来五年

的养猪计划将不会再复制养鸡过

程中的“公司+农户”的模式，而

将走一条 “公司+农场+合作社”

的新路子。 在目前绝大多数涉农

公司仍沿用“公司+农户”的经营

模式之下，“农场” 已经进入了一

些大型养殖集团的视野。

中央一号文件也同时指出，

对于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问

题，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严格的工

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

草原） 准入和监管制度。 另一方

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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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对此作

出了解读，他指出，商业资本进入

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实行那种公司

加农户的模式， 存在一个监管难

的问题， 农民作为雇工为公司干

活时可能不会像搞自己的庄稼那

么负责。 因此陈锡文认为绝大多

数情况下农业应该采取家庭经营

方式， 但在农产品的加工领域则

不妨引入城市商业资本和龙头企

业。

在此背景之下，“公司+家庭

农场” 的经营模式已经在一些地

方得到实践。在贵州凯里市，广东

温氏集团投资2亿元，建立了1500

万羽优质肉鸡养殖项目。 凯里温

氏畜牧公司分别在龙场、 炉山等

乡镇带动68户农民自发投资600

万元，建立起标准化、规模化的家

庭农场68个。

■

产业调查

占地面积逾

5000

亩

山东胶州农民办巨型家庭农场

扶持优惠政策亟待出台

□

本报实习记者 任明杰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

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 其中，“家庭农场”的

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而在现实中，家庭农场早已遍地开

花。

21

世纪初以来，上海松江、湖北武

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

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农业经营主体。 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

33

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

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

6670

多个。 其

中，位于山东省胶州市的鸿飞大沽河农

场占地面积多达

5030

亩，引起社会各方

的广泛关注。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

访了鸿飞大沽河农场，就家庭农场的经

营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条件

“那边是去年打下来的玉

米， 简单晾晒后就能烘干脱粒

了。 ”鸿飞大沽河农场

48

岁的主

人王兴迁指着左手边广场上堆

积如山的玉米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介绍道。“这边是刚从内蒙古

运来的土豆种，”王兴迁又指向

右手边，“差不多一块钱一斤，

有

30

万斤吧， 还差半个月左右

就能下地了。 ”就这样，王兴迁

“左手粮食，右手土豆”，短短

5

年便一手打造出规模达

5030

亩

的巨型家庭农场。

5

年前的

2007

年，王兴迁以

每亩

550

斤小麦的租价从东小

埠村、 西小埠村和双京村租种

了

600

亩土地， 尝试粮食种植，

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到目

前为止， 王兴迁所承包的

5030

亩土地已经囊括了周边

12

个村

庄，共约

2000

个家庭的土地。其

中，粮食种植面积达

3000

多亩，

土豆种植面积

1500

亩

-1600

亩，

另外还喂养有少量的鸡、鸭、羊

等牲畜。 去年

3

月份，王兴迁在

工商部门正式将农场注册为

“胶州市鸿飞大沽河农场”。

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使机

械化大生产成为了可能。 在鸿

飞大沽河农场的机械库里，

30

多台大型农用机械一字排列。

王兴迁如数家珍， 向记者一一

介绍起来，“这是喷药机， 能一

次喷射

18

米， 一天能喷射五六

百亩的农地。 这是免耕施肥播

种机，很先进，实现了一体化作

业……” 而机械化大生产也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据王兴

迁介绍， 实现机械化规模种植

后， 起码节省了一半的人工费

用。 “现在农场才

20

来个工人，

一个人管理

500

亩土地不成问

题， 只有作物收割的时候才会

临时多雇用一些工人。 ”同时，

经烘干机烘干的粮食比一般农

户晒出来的粮食糠少、土少，比

市场价格高出一毛钱还多。“人

家的小麦收购价也就

1.1

元左

右，我们的起码能卖到

1.2

元。 ”

王兴迁说。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 鸿飞

大沽河农场通过订单农业等方

式，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市场风

险。受

2012

年全国土豆丰收、价

格骤跌的影响， 鸿飞大沽河农

场损失达

100

万元。吸取此次教

训， 王兴迁在新春土豆播种前

便将

1/3

的土豆与企业签订了

订单。“我们跟公司订的土豆收

购底价是

6

毛

3

一斤， 这样即使

今年土豆价格还是跟去年一

样， 我们也能保证这一块的收

益。而如果土豆市场价格上涨，

另外的

2/3

的土豆也能弥补那

1/

3

的损失。 ”

据王兴迁介绍， 在扣除各

种费用后， 农场去年的净利润

达到

150

万元左右， 今年达到

200

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这样算

来， 农场每亩土地的净利润能

到

300

元

-400

元。而以前土地在

个体农户手中能收支相抵就很

不错了，根本不敢奢谈利润。

从全国看来， 家庭农场的

规模效益也已经逐渐显现。 以

家庭农场连片集中的上海市松

江区为例， 自

2007

年推出家庭

农场到

2012

年

6

月，松江区的家

庭农场已发展到

1173

户， 经营

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

77.3%

，

户均经营面积

114.1

亩， 户均年

收入

10.1

万元。 而在吉林延边，

2011

年

199

家家庭农场中有

98%

实现了盈利，

2012

年全州

451

家

家庭农场中，有

99%

实现盈利。

家庭农场宜因地制宜

家庭农场能实现很好的规

模效益， 但一个地方到底适不

适合发展家庭农场还要因地制

宜，切忌一刀切。 胶州市农业局

经管站站长刘丕舜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解释道：“一个地方是否

适合发展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的

农业经营模式首先要看当地对

土地的依赖程度。 比如说鸿飞

大沽河农场所在的李哥庄镇，

当地是全国有名的制帽之乡，

很多年前当地的农民就转移到

二三产业去了， 种地的寥寥无

几。 当地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

低， 从而为家庭农场的兴起和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要

看土地的收益， 土地收益高的

地方也不利于发展家庭农场。

土地收益高，流转难度就大。比

如说离胶州不远的寿光市就几

乎不可能发展起家庭农场，因

为当地农民种植高效蔬菜收益

很高，土地寸土寸金，土地流转

难度很大。 ”

在家庭农场的规模上，既

有像鸿飞大沽河农场这样规模

达

5000

多亩的巨型家庭农场，

也有像上海松江区那样的规模

在

100

亩

-150

亩的小型家庭农

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

为，“考虑到多种因素， 如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管理

水平、 现有技术装备水平与配

套服务体系等， 我国平原地区

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

不宜超过

300

亩，蔬菜规模不宜

超过

30

亩。 如果规模过大，就会

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 ”而

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也决定了

中国的家庭农场将长期以松江

的小型家庭农场为模型。 但松

江区委书记盛亚飞也表示，“我

们测算过， 如果夫妻俩都是壮

年劳动力， 按现在的劳动生产

力，可种

600

亩地。 也就是说，松

江有

30

万亩土地， 其中

20

多万

亩种稻谷， 只需要五六百户农

户进行劳作。 这是我们搞家庭

农场的目标。 ”而随着家庭农场

规模的扩大， 农场的经营也可

能突破 “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

位”的束缚。比如鸿飞大沽河农

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便由当

初的家庭经营发展到现在的股

份制经营。而随着规模的扩大，

为了解决规模和效率的矛盾，

王兴迁已经决定今年将整个大

农场分成四个小农场， 每个小

农场由两个股东经营， 以提高

农场的经营效率。

而在家庭农场的作物方

面，各地因地域、气候和市场的

不同更是各有不同， 但农产品

的品牌化和精细化或许是未来

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 刘丕舜

向记者介绍， 家庭农场的未来

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农产品的精

细化程度，创立自己的品牌。 王

兴迁也对记者称，“今年要为农

场的白菜、土豆、水稻等产品建

立自己的品牌， 向农产品的精

细化方向发展。 ”

经营发展面临两难

“怕就怕本来种得好好的

地，突然被农户要回去。 ”对家

庭农场本来信心满满的王兴迁

在谈到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问

题时不免担心起来。 他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地种得不好，

担心自己，地种得好，又担心别

人———怕别人眼红， 半路把地

要回去。“就盼望政府能下发一

个正式的文件， 确立家庭农场

的法律地位， 把家庭农场的土

地承包权保护起来。 ”

而王兴迁的担心和希望也

是全国很多家庭农场主的担心

和希望。 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

之后到目前还未有细化的具体

政策出台， 很多家庭农场主处

于一边经营一边观望的过程之

中。 由于担心土地承包过程中

生变， 很多地方的家庭农场土

地短期租赁现象十分普遍。 刘

丕舜也认为， 家庭农场的发展

和完善， 首先要给予其相应的

法律地位， 政策上的优惠也应

该逐步落实。

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享

受到各种扶持优惠政策相比，

关于家庭农场的扶持优惠政策

迟迟未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很多混乱。 胶州市工商局

副局长姜志刚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介绍， 胶州市已实现工商注

册的家庭农场共有

28

个，其中，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共有

26

家， 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有

两家。“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享

有各种优惠政策， 合作社种养

殖不需要交税， 进行农产品深

加工也不需要缴税。但是，家庭

农场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优惠政

策出台， 而已经进行工商注册

的家庭农场属于个体工商户和

个人独资企业性质， 原则上应

当交税。 而且，很多家庭农场在

种养殖环节属于第一产业，是

不需要交税的。 但有些家庭农

场已经进行到农产品深加工环

节，这就属于第二产业了，也是

应当交税的， 这也是跟合作社

的一个不同。 ”于是，与合作社

相比， 还处于政策空白期的家

庭农场便处在了一种非常尴尬

的地位。姜志刚同时表示，正月

十五过后， 市工商局将会逐步

对家庭农场展开调研， 制定研

究具体办法。

另外， 家庭农场要适应规

模化经营的要求， 对农机和资

金的需求巨大， 这都需要政策

在补贴、信贷等方面的扶持。 王

兴迁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规模扩大后， 自己的农场现在

每年的投入都在

700

万

-800

万

元， 而很多仍是依靠他个人信

誉的贷款。 自己之所以去年到

工商部门对农场进行了注册，

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能尽快享

受到政策在资金、 补贴等方面

的优惠。

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具体

的扶持优惠政策也有望很快出

台和落实。 日前，农业部农村经

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表

示，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

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

本原则和实现途径， 开展家庭

农场统计工作， 指导地方稳步

培育家庭农场。 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

记制度， 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

准、 登记办法， 制定专门的财

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

持政策。 而刘丕舜也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透露， 胶州市正在根

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制订土地

规模经营的实施方案， 并将对

10

家示范合作社、

10

家示范家

庭农场、

10

家专业大户进行一

定的资金奖励。 而王兴迁更是

向记者透露， 自己已经从市农

业局获悉， 国家将对家庭农场

进行每亩地

231

元的补贴，只等

政策落实。

丰富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家庭农场的出现和兴

盛， 家庭农场将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 种植大户一起丰富农业

经营主体， 未来有望改变目前

“公司

+

农户”的单一经营模式。

在近年来的诸多食品安全

事故中，“公司

+

农户”的经营模

式一直为人所诟病， 特别是在

去年年底的“速成鸡”事件爆发

后，“公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一

度成为众矢之的。 在

1

月

28

日第

三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

坛上，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称未来五年的养猪计划将不

会再复制养鸡过程中的“公司

+

农户”的模式，而将走一条“公

司

+

农场

+

合作社”的新路子。在

目前绝大多数涉农公司仍沿用

“公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之下，

“农场”已经进入了一些大型养

殖集团的视野。

中央一号文件也同时指

出， 对于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

域的问题，一方面，要探索建立

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

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

制度。 另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

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

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中农办

主任陈锡文对此作出了解读，

他指出， 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生

产领域之后实行那种公司加农

户的模式， 存在一个监管难的

问题， 农民作为雇工为公司干

活时可能不会像搞自己的庄稼

那么负责。 因此陈锡文认为绝

大多数情况下农业应该采取家

庭经营方式， 但在农产品的加

工领域则不妨引入城市商业资

本和龙头企业。

在此背景之下，“公司

+

家

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已经在一些

地方得到实践。 在贵州凯里市，

广东温氏集团投资

2

亿元， 建立

了

1500

万羽优质肉鸡养殖项目。

凯里温氏畜牧公司分别在龙场、

炉山等乡镇带动

68

户农民自发

投资

600

万元，建立起标准化、规

模化的家庭农场

68

个。

苹果交棒

三星概念A股公司或迎升机

□

本报实习记者 傅嘉

智能手机市场难有常胜将

军，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一个个

巨人崛起又被竞争对手击垮。 自

2007

年推出

iPhone

继而取代诺基

亚成为新的行业老大以来， 苹果

目前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正被三

星冲击得摇摇欲坠。 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之前曾遭

遇市场爆炒的苹果概念股已渐成

明日黄花， 而之前被苹果光芒所

遮掩三星概念

A

股公司有望接过

苹果概念的接力棒，走上台前。

苹果地位受威胁

据了解，去年前三季度，三星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已达到苹果的

两倍。 业绩的不振必然带来股价

的下跌。去年四季度至今，苹果的

股价已从近

700

美元的高位下跌

至

459.99

美元。

你方唱罢我登场，竞争对手三

星的业绩与股价却在一路走高。统

计数据显示，三星去年股价累计涨

幅超达

44%

，公司去年第四季度营

业利润也大幅增长

89%

。日前法国

巴黎银行发布报告对此预测，称三

星电子的股价有望在未来

12

个月

再次增长超过

50%

。

报告指出，

Galaxy Note II

和

Galaxy S III

的需求强劲推动三

星成长。 而其主要竞争对手苹果

则因创新缺力，

iPhone5

的销售低

于预期。 另据调查数据，

Galaxy

S III

已经超越

iPhone4S

， 成为全

球最畅销智能手机。

业内人士认为， 三星产业链

较之苹果要更加完善， 公司在市

场上显得更为灵活， 就算竞争对

手苹果也需要从三星旗下采购部

分硬件。 由于三星的产品品类较

多，中高低端均有覆盖，随着三星

产品的热销， 产业链上的

A

股公

司也有望获益。

三星概念股仍被低估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 目前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处

在三星的供应链体系之中。 该类

上市公司去年业绩普遍优异，个

别公司净利润增幅超过

2

倍。

为三星提供光学膜产品的康

得新去年四季度业绩靓丽。 东方

证券表示，公司张家港年产

2

亿平

方米光学膜生产基地将于今年

4

月投产，第一期将有望贡献产能

1

亿平方米， 有望成为公司

2013

年

又一利润增长点。 康得新在三季

报中预计，

2012

年全年净利润增

幅在

180%-210%

。

劲胜股份主要生产手机外壳，

公司客户以三星为主，来源于三星

的收入占一半以上。 业绩预告显

示， 公司预计

2012

年净利润增长

46%-54%

，盈利接近

1

亿元。公司相

关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三星相关的产品仍然是公司业务

未来的重中之重，由于三星的出货

量一直在稳定增长，照此势头预计

公司的相应订单还会有提升。

不过， 主要负责国内三星手

机分销的爱施德去年业绩表现不

佳。受累于清库存战略，公司去年

前三季度业绩大幅滑坡， 净亏损

近

3

亿元。在业绩触底和三星手机

出货量提升的背景下， 公司今年

的业绩有望反弹。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前期苹

果概念股已经过轮番炒作， 三星

概念股将是该类行情延续的方

向。 目前三星概念股的平均市盈

率在三十到四十倍左右， 在电子

行业内并不十分突出， 随着三星

的利好接踵而至， 后市仍有一定

的上涨空间。

成本优势同比不再

宝通带业亮丽业绩潜藏“倒春寒”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由于

2012

年第四季度的同比

成本优势不再， 宝通带业的业绩

增幅开始收窄。

宝通带业发布

2012

年业绩快

报， 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53

亿元，同比增长

24.35%

，实现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99.35

万元，同比增长

124.24%

，

基本每股收益

0.54

元。

第四季度增速大降

宝通带业的业绩数据堪称亮

丽， 但单从

2012

年第四季度数据

看，公司增长已呈现乏力态势。

根据业绩快报数据可以推

算， 宝通带业

2012

年第四季度实

现净利润

2017.21

万元，较

2011

年

第四季度

1462

万元的净利润水平

同比增长

37.98%

。 而公司

2012

年

第一、二、三季度的单季度净利润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达

81.07%

、

287.75%

、

225.14%

， 第四季度的

业绩增幅明显收窄。

对于业绩增速的下滑， 宝通

带业相关人士

2

月

20

日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这是因为公司主

要原材料是橡胶， 橡胶的价格自

2011

年第四季度跌至低位， 并在

2012

年内震荡趋稳， 生产成本的

同比大降主要体现在

2012

年前三

季度，促成同期业绩大涨。相比而

言，

2012

年第四季度的成本优势

减弱，导致业绩增速放缓。

生意社数据显示，天然橡胶价

格暴跌主要始自

2011

年

9

月底，并

在

2011

年第四季度跌至低位。 至

2012

年

12

月底，天然橡胶现货价格

为

2.40

万元

/

吨，虽然较

2011

年第三

季度约

3.5

万元

/

吨的高位降幅达三

成，但较

2011

年第四季度约

2.68

万

元

/

吨的价格降幅有限。

拓宽业务拉动增长

国海证券分析师

2

月

20

日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宝通带业

处于行业中间地位， 上游有天然

橡胶业，下游有煤炭、港口、钢铁

行业。 鉴于输送带行业的供需特

点，公司产品议价能力并不突出。

在宏观经济稳定、 下游行业复苏

乏力的背景下， 原材料成本价格

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业

绩的波动。

尽管去年业绩状况喜人，宝

通带业股价始终未有大的表现。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如果天然橡

胶价格未来企稳回升， 宝通带业

在

2012

年的低成本优势反而会成

为制约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阻

碍。上游原料价格走势的不确定，

使投资者不敢过于乐观地评估宝

通带业业绩增长的前景。

尽管如此，公司新产能的释放

和新业务的拓展有望成为拉动业

绩增长的重要一极。 宝通带业业

绩快报表示， 公司主营业务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 募投项目 “年产

600

万平方米煤矿用高性能节能

叠层阻燃输送带” 竣工后的产能

得到了进一步释放， 产品结构同

时得到进一步优化， 使产品毛利

不断上升。 公司相关人士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司下一步将

加快拓展在煤炭领域的市场份额，

通过与更多的煤炭企业进行合作，

促进主营业务新的增长空间释放。

鸿飞大沽河农场联合收割机在收割玉米。 本报资料图片

2月上旬粗钢日产量逼近200万吨

□

本报记者 李晓辉

2

月

20

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最新数据显示，

2013

年

2

月上旬重

点大中型企业粗钢日均产量为

170.14

万吨，旬环比增长

6.1%

。钢

协预估

2

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

量为

198.89

万吨， 旬环比增长

4.4%

。 其中，重点钢铁企业的产

量数据甚至创出了历史次高水

平， 仅低于

2011

年

2

月下旬的

171.23

吨。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在原料

成本大幅攀升、订单执行较好、出

厂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钢厂

生产积极性普遍较高， 全国粗钢

产量出现快速回升。

据我的钢铁网对春节期间国

内部分主要钢厂的生产情况了解

来看， 钢厂在春节期间多维持正

常生产， 且部分重点钢企更是明

显加快生产节奏， 而市场在此期

间是需求真空， 这将导致后期国

内钢材供应压力不断加大。

春节期间，包钢、济钢、河北

钢铁、首钢、长钢等

6

家重点钢企

粗钢产量较去年

12

月份上升明

显。 比如河北钢铁集团

2

月

9

日至

15

日累计产钢

87.5

万吨， 日均粗

钢产量

12.5

万吨， 较

2012

年

12

月

的日均

11.54

万吨增长

8.32%

。

按照季节性因素来看， 下游

需求启动一般要等正月十五之

后， 在此之前国内钢材库存量将

继续上升。 但市场需求能否如期

启动仍存不确定性。

3

月初，全国

两会召开， 此前十八大会议上提

出的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具体实

施， 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会否加

码等主要政策的具体细则将对钢

市， 尤其是建筑钢材品种走势产

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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