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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领袖计划

全球未来研究所是一家香港背景的独立智库机构, 多年来通过创新性的思维及方法,

将商业技巧和模式引入社会发展项目中。全球未来研究所的国际领袖计划 (GLP) 通过独

特的体验式学习提升当前以及未来的领袖人才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培养具有前瞻性

视角和长远战略眼光的商业帅才。

在2017年8月7-18日于香港及永济、灵宝、潼关举办的“国际领袖计划”领导力培训

项目中，22位来自8个国家及12家企业的专业经理人组成项目团队，与山西蒲韩乡村联

合社与吉林世杰农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携手，以蒲韩联合社将近二十年的社区组织与综

合服务经验与世杰公司十多年的生态农业研发、实践与推广经验为基础，制订一个构建

区域性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商业计划书，推动建立公平包容的食物体系，助力乡

村营造，以惠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1,100万农村人口。

项目团队通过实地考察、会议及小组访谈等形式，与山西永济蒲韩乡村联合社、吉

林世杰农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灵宝弘农书院、弘农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弘农

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阜祺农业合作社、陕西潼关县政府、永丰塬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等

利益相关者深入交流，了解合作社的运作、现有的情况和政府的政策，并探索应对当前

生态环境与食品安全危机，推动可持续乡村建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的创新路径。

下述为由项目团队制订的商业计划之执行摘要。本文件摘录了计划书的核心理念和

建议。更详细的分析请参阅商业计划书。

联系方式： enquiry@global-inst.com | http://www.global-in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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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农的困境与突破口

中国2.3亿小农户是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主体。虽然近年大量投资进入农业领域，

小农户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依然处于边缘位置。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使地力耗竭，生产力

下降，加上常规农产品市场已趋饱和，竞争激烈，使众多小农户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

环。

中国致力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构建生态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态化发展，可为农民生计与农村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

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联合社的经验启发了一个以综合性合作社推动乡村营造，提升

农民福祉，并满足消费者对优质生态食品的需求的综合发展模式。然而众多发展中的合

作社能力有限，还需要全方位因地制宜的支持去扩展他们的服务，并构建“从农田到餐

桌”的全价值链。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的黄河沿岸，包括运城

市、临汾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国家支持将黄河金三角建成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借

此契机，本计划书提出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投资者、农民合作社、企业、城市社区等多

方参与，以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为核心服务农民，以企业为平台整合农业价值链的区域性

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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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济蒲韩乡村联合社(以下简称“蒲韩”）于1998年在理事长郑冰女士的带
领下由农资店组织技术培训起步，依靠内生力量发展成今天覆盖蒲州与韩阳两个乡
镇，43个自然村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3865户社员占乡镇人口的58%。18家于2008
年成立的合作社在2012年联合注册成立联合社。

自2014年起，蒲韩组织了8100户永济与运城的消费者社员，在满足城市消费者
对生态产品的需求的同时，获得更高的价值回报，并促进城乡互动。

在多年自然农业实践的基础上，李云凤女士及李世杰先生于2009年创办吉林世
杰农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杰公司”），投入到自然农业种养循环技
术的研发及本土化。零污染“发酵床养殖”是世杰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

世杰公司与长春市云凤农牧合作社携手将长春市双阳区郭家村建设成自然农业
示范教学基地。目前种养循环技术已推广到十多省市，共三百多家种养户。世杰公
司于2016年发起组织“世和生态农业联盟”，引领更多的合作社及生产者、消费者
参与到生态农业及可持续乡村建设的实践中。

蒲韩乡村联合社

吉林世杰农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伙伴



蒲韩乡村联合社的实践

在公共服务的建设上，蒲韩围绕社区需求，在

十二个片区开发了六项在地业务：不倒翁学堂（养

老）、儿童私塾、青年农场、手工屋、戏迷屋及接

待屋。蒲韩重视生活品质与社区福祉的提升。公共

服务丰富了社区生活，并将社区成员更紧密的连结

在一起。只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同心协力的社区，

才能巩固农业与经济合作的发展。

蒲韩注重内在资源的发掘和整合与人才的培养，服务当地

城乡综合需求，在构建永续生活空间，普及生态循环农业的基

础上，恢复生态平衡与乡村社区的生命力。

蒲韩各项业务（见下表）自负盈亏，达到收支平衡，稳健

发展。其主要收入来自共同运销、农资与生活用品统购及信用

互助。2016年营业额达8千万元，净利润2百万元，拥有完整的，

“从农场到餐桌”的价值链。蒲韩永济及运城消费店连结了

8100户城市消费者社员。

公共服务与生活互助

多元种养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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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

饲料/秸秆

养殖种植

蒲韩倡导基于小农生产，多元种

养结合的生态农业。多元錯峰種植让

农户不需雇用劳动力，从而降低成本

也保障各时段的收入。合作社在小农

生产模式中以产销、金融、技术服务

连结农户达到适度规模经营。

蒲韩于2006开始进行有机转化。

2016年在世杰公司的支持下引进发酵

床技术，向小农户推广。

蒲韩正推动建立“不倒翁创业园”，鼓励600户

介于55-70岁的农民参与种养循环，在生产生活上相

互支持，形成互助养老的生活方式。收入可积累养老

金。合作社提供信用互助、机耕服务及社区公共服

务。

8万亩土地(5,333公顷) 
转向生态种植

公共服务

• 老年服务

• 儿童教育

• 手工艺

• 妇女教育

• 文化活动

• 生态家园 （垃圾处理）

• 健康协会

生态农业服务

• 技术培训 / 技术支持

• 农资店

• 植物保护

• 农机作业

• 加工作坊

• 共同运销

金融服务

• 信用互助（支持生产及家

庭需求）

• 公共服务公益金（由利润

提取20-30%，支持公益项

目及给予贫困户免息贷款）

城乡互动

• 销售及产品流通

• 运城及永济消费店

（发展及服务社员）

• 组织农场社区参访，

增进城乡互动

• 参与式保障体系 (PGS)

蒲韩乡村联合社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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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河南

山西

永济

灵宝

潼关

蒲韩经验给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启示

蒲韩的实践经验为合作社发展及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启发：

• 以综合性合作社推动乡村营造，提升农民福祉。社区组织对发掘农村内在价值，整合在地

资源，培育内生力量，从而恢复乡村社区的生命力至关重要。

• 农户与农户间的合作超越生产上的合作。日常生活与社区公共服务上的互助对增强社区凝

聚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从而巩固农业生产上的合作。

• 合作社入村入户服务前与村两委及村民充分沟通取得共识,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关系。

• 合作社辅导员有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陪伴小农户成长并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也为合作社

收集第一手资料，帮助合作社了解服务需求及降低信用互助的风险。

• 教育与人才发展计划是培育及留住农村人才的关键。

• 技术培训及学习小组的组织对引领生态农业转型及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起着关键性作用。

• 合作社在小农生产模式中可以通过提供综合服务如资金互助、联合购销及农机互助等连结

农民，从而达到适度规模经营。

• 构建一条完整的从农场到餐桌的价值链可留住各环节的利润，获得更高的价值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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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金三角面积5.78万平方公里，2013年末

总人口1,721万，小农户占总人口的68%。运城市、

临汾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

值总和为5,060亿元。

2014年3月31日国务院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区域合作规划》，将黄河金三角建设成为中西

部地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一体化

发展、跨越式发展的示范区。

中国政府强调区域合作，共同保护生态系统、

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

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

发祥地之一，拥有七千年的农耕

文明，积累了大量的农耕智慧，

对中国传统可持续的农耕方式产

生深远的影响。



黄河金三角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商业模式

本计划书提出一个以综合性合作社为核心的生态农业价值链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助力乡

村营造，提升农民福祉，并满足消费者对优质生态食品的需求。

此体系提议创建下列主体，以填补合作社力所不及的领域，支持合作社的成长壮大：

• 黄河金三角投资公司募集和管理投资基金，投资在生态农业价值链及乡村营造的领域，

初期投资建议由政府领投；

• 四家市级企业以丰富的运营和管理经验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专业的价值链服务；

• 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协会负责管理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标志，监督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及

成立地区技术中心，普及生态农业，推动可持续乡村建设。

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协会是多方参与的行业协
会，管理“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标志以引导
建立消费者的信任和保障产品的质量，并要求
生产者达到三方面的生产标准:农业系统可持
续性、社会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通过参与式
保障体系（PGS），一个低成本，与第三方有
机认证体系互补替代的体系认证的生产者可使
用“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标志。

黄河金三角投资公司初期阶段由政府主导，包
括投资成立四家市级企业。未来可吸引私人投
资者投资。

市级企业（以“尚膳”命名）为农民合作社提
供专业的价值链服务，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并通过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价值链，连接
生产者与消费者。尚膳企业的商业可行性与可
持续发展取决于农民合作社的成长、小农户的
信任与积极参与，以及周边城乡生态食品市场
的开拓与消费者网络的建立。市级企业60%的
利润分红将按交易额分配给合作社。

小农户通过组织综合性农民合作社，整合社区
资源组织生产，构建可持续生活空间。黄河金
三角合作社联合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并以
其代表合作社进入投资公司、协会及市级企业
董事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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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支持性服务 生产 流通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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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运城、三门峡、临汾市政府（黄河金三角）

黄河金三角投资公司 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协会

投资者

黄河金三角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1 2

市级企业（例：尚膳渭南）

城市消费者

分销中心

农产品加工基地

城市社区
服务中心

机构客户
及经纪人

技术伙伴

$
批发贷款
租赁
与保险

批量采购

销往农民合作社

技术中心

社区服
务支持

生态旅游

3

4

用品统购

小农户生产

当地社区

综合性农民合作社

共同运销

技术培训

社区公共服务

销往当地市
场与自有营

销渠道

￥
信用互助

运
城

三
门

峡

临
汾

资金流

产品流

知识与服务流



(品牌名称)      (产品分类)

品牌建设：尚膳

建议市级企业以“尚膳”命名，突出企业的
经济、社会与生态价值与使命。

“上善若水”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
“尚膳”和“上善”谐音，寓意了黄河金三
角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自然的生活方式。

主要价值链服务

• 提供批发贷款，支持合作社的信用互
助服务。

• 提供资金支持，引进新技术，如循环
农业技术。

• 提供农机、生产设备租赁服务。

• 提供保险以及退休基金管理服务。

• 建立支持合作社统购服务的采购体系，
为合作社批量采购农资与日常用品，
监控质量，争取批量优惠价格。

• 运营地区技术中心，为合作社提供系
统性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与技术支持。

• 尚膳企业将其利润之20%投放在当地
社区发展。

• 支持合作社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如儿
童教育、老年服务与文化保育，提供
技能培训与启动资金，旨在改善农村
生活质量，并吸引青年返乡。

• 在初期阶段为合作社员工提供薪金补
助以培养专业团队。

$
金融服务

批量采购

技术中心

服务支持

• 开办独资或合资（包括与合作社合资）
分销中心，发展流通服务网络，包括
冷冻仓储与运输，通过多元销售渠道
打开更广泛的市场。农民合作社可以
通过尚膳企业销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
品。

• 在投资公司的支持下，建设生态农资
如饲料、肥料及食品加工设施，开发
衍生产品，创造附加价值。也可与其
他食品加工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扩大
产品线与销售渠道。

• 在周边城市住宅区建立城市社区服务
中心发展城市消费者网络。处理消费
者订单，组织配送。

• 建立农产品“地产地销”售买点及农
夫市集等拉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

• 定期举办工作坊，构建城乡连接的纽
带、加深消费者对生态食品的了解。

• 与合作社合办生态旅游项目，带领城
市消费者体验乡村生活，了解食物生
产的过程，从而引导消费者参与到参
与式保障体系中，建立品牌信任感。

分销中心

食品加工
设施

城市消费
服务中心

生态旅游

尚膳企业为合作社提供以下服务，以整合价值链，支持合作社的成长，并促进城乡互动：

目标市场

当地乡村
社区

邻近城市
社区

大城市
（电商平台）

尚膳生态食品的主要目标市场为黄河金三角
四市城乡社区的1,700万人口及邻近城市如
西安、洛阳、郑州及太原等。

电子商务平台，如京东商城等可以为尚膳产
品开拓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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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技术中心：技术推广

公共服务与社会效益

公共服务聚焦于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推动可持续乡村营造与乡土文化复兴。下列公共服
务来自蒲韩的实践，可对其他合作社有所启发，发展因地制宜的服务：

面对当前环境污染、土地退化与食品安全危机，当代农业技术的发展需汲取传统智慧，

继往开来。生态农业的推广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众多的农村，小农户缺少学习生态农业技术

的机会。计划书建议由黄河金三角生态食品协会在四市各成立一家地区技术中心。各地技术

中心由当地尚膳企业运营，向市内乡村社区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技术伙伴
（例如世杰公司）

孵化试点农场

培训技术能手

技术能手带领农民组
成学习小组，在实践

中掌握技术

合作社平台上的技术推广

确认技术成熟稳定，并积累经验
后，先培训有潜质的农民掌握技
术成为精锐的技术能手。

与被选取的农民一起组建试点农
场，调试新技术，并将之本土化。
地区技术中心在技术伙伴的支持
下给予技术指导及资金支持。

每位技术能手带领10-20家小农
户，组织学习小组在实践中相互
支持，深入钻研掌握技术。

合作社辅导员陪伴小农户成长，
对接服务及信用互助贷款，追踪
生态转型的进展。

试点农场也成为实地培训与技术
指导的在地资源。

地区技术中心

农民合作社
乡村营造

青年人才培养
• 留住年轻人才作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 建立一支大学生志愿者队伍
• 建设青年农场，培养年轻人掌握生态

农业技术

吸引更多青年人返乡

生态家园
• 开展社区“零垃圾”活动，整理社

区空间，并增进对环境的觉察力

保持农村社区环境卫生

互助养老
• 创造让长者互相陪伴充实生活的空间
• 提供休憩场所与休闲活动，提升长者的

身体机能

引领长者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

儿童教育
• 为3—6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为农村家庭提供儿童教育与服务

城乡互动
• 与大学生合作举办暑期夏令营
• 让城市孩子到乡村体验田园生活

促进城乡融合，创造城儿童互动交流的机会

红娘手工艺
• 让妇女发挥手艺并将其传承给当地儿童

丰富妇女精神生活，传承当地传统文化，增加
儿童与家庭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文娱活动
• 歌剧、歌唱表演
• 妇女广场舞

促进社区沟通，创造共融社区，传承传统文化

公共服务

地区技术中心组织本土资深

农民以及来自大学、政府、企业

及研究机构的技术专家成为技术

伙伴。在地区技术中心与技术伙

伴的支持下，合作社负责组织基

层的生态农业技术试点、示范与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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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与投资

五年后，以服务黄河金三角80万农户的规模，四家尚膳企业的年总收入预计达到215亿元

（33亿美元），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净利润预计达到36亿元（5.6亿美元）。三大主

要收入来源为：用品统购、共同运销和信用互助批发贷款。

尚膳企业将需要5亿元（7.73千万美元）的初期投资，以支付资本支出和费用。建议由政府

领投，私人投资者共同参与。

固定资产资本支出 现金流 需要投资

141 164 215
185

300
353

411

538

111

180

212

247

323

12074

2018

370

2022

1,075

2021

822

2020

707

2019

600

(百万人民币)

地区技术中心与办公场地

加工包装设备以及仓库

机器与设备

153

364

658

1,000

370

600
707

822

1,075

20192018 202220212020

现金流出

现金流入

总负净现金流量为
5.01亿人民币

（需要前期注资）

501

投资来源

501

0

潜在
投资人

政府

联合社/农民

潜在投资人

农民合作社社员 # (千户) 收入(百万 人民币)

净利润(百万 人民币) 净利润率

798

638

479

319

160

319
255

191128
64

20192018

+50%

202220212020

保守值基础值

21,501

16,434

11,776

7,501

3,696

8,363
6,420

4,620
2,9551,463

+55%

20222021202020192018

保守值基础值

2,501

1,646

909

383

1,115
778

453247104

2022

3,603

2021202020192018

保守值基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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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16.8%

12.1%

15.2%

9.8%

14.0%

8.4%

12.1%

7.1%

10.3%

% 保守值基础值

农户收入将在2022年增加80%，超过国家农村人均水平以上，留住青年人才，推动区域性的

乡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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