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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探析
——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
唐超，胡宜挺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基于安徽省宿州市夏刘寨村的调查，剖析了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动机、优势以及机制。研究发

现：夏刘寨村的村治能人通过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以及多功能性拓展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全面改善了农民
的收入结构，且增收效应明显；实现自身治村理念、谋求政策支持以及带动村民增收是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
合的主要动机；村治能人推动的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村民支持率高、决策效率高、动力充足的优势；通过组织保障、
利益联结和监督与激励三种机制的构建，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有了完善的机制，保证了农村产业融合沿着
正确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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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village elites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Xialiuzhai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
TANG Chao, HU Yiting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llege,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Xialiuzhai village, Suzhou city,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advantage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in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which are promoted by the village elit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which was promoted by the village elites can affect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and the income effect is obviously.It is their village concept, seeking policy support and promoting the villagers'
income that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rural industry convergence.The high approval ratings, high efficiency of decisions,
more perfect dynamic mechanism and more obvious income effect are the main advantages of the rural industry
convergence. Through the perfect 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combined with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supervision for
the linkage of interes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onducted by
village elites ensure the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dvanc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Keywords: village elites; rur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ncome effect; motivation; mechanisms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
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随后，国家发改委会同农业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

部、商务部以及旅游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三产业(以下简称农村产业)融合。随着经济发展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方案的通知》，在全国

入新常态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农业发展进入

范围内组织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百县千乡万

新阶段，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势在必行。2016 年中央

村”试点示范工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入实质推
进阶段。但关于农村产业融合该如何发力，以什么

收稿日期：20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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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超(1990—)，男，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

为突破口，目前仍然是理论的盲点，是政策执行过
程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大批经济能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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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起来，成为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主体和村

长。该村也从一个贫困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对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

先后获得“中国农村改革典型村”“全国文明工作

整、带动广大农户增收以及加速新农村建设有重要

先进村”等荣誉称号。王化东先后被授予“全国劳

[1-3]

。从中国东部地区来看，农村发展的最重要

动模范”“全国农村改革十大风云人物”等荣誉称

经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业的集约化、产业

号。2007 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受到党和国家

作用

[4]

化经营，这两个方面全靠乡村能人的推动 。乡村
能人对于村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引领和带头
[5]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夏刘寨村的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方

作用 ，为农业结构调整注入了新活力，并自发地

式主要有三种，即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以及

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同时对其他农户产生极强的示

多功能性拓展。

[6]

范性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

一是农业内部融合。现代农业是农村产业融合

创新使得很多乡村能人兼任村干部，成为对农民具

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土地规模化经营又是发展现代

[3]

有双重影响的村治能人 。村治能人无疑对于农村

农业的重要条件。夏刘寨村在王化东的领导下进行

产业融合有最直接的影响。

了土地流转，村集体成立了星源农业科技开发公

已有不少的学者探讨产业融合的概念、类型、
[7-17]

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为主导的集约化经营

，但大多关注

模式，重视科学技术，与多家科研单位(如中国农科

的是非农产业的融合。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还

院棉花所、安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建立起合

途径、驱动力以及识别与测度等
较少，讨论也多限于对策分析

[18-22]

，把村治能人与

作关系，重视农业机械的作用，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农村产业融合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更少，而结合具

大力发展良种培育业，相比之下单位面积效益翻了

体实践来分析者二者关系的文献几乎没有。村治能

两三倍。同时，夏刘寨村开发荒山 670 公顷，发展

人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学界

林果业和养殖业，实行“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的重视，理论研究的滞后难以对实践探索提供必要

农民用山林入股，山林全部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产

的支撑。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实践中典型案例的

品统一销售，与村民建立了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

调研，深入分析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动

合作社栽植各种干杂果树 50 万棵，建设干杂果种

机、优势以及机制。

植基地，同时建立了山麻鸡品种选育繁殖基地和波
尔山羊饲养基地。在山林中散养鸡和羊，鸡可捕食

二、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典型
案例

林中昆虫和其他小动物，既降低饲养成本，又减少
病虫害；鸡粪和羊粪又可改良林地土壤肥力，促进

夏刘寨村是安徽省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隶属于

果树和牧草的生长；另外还可利用动物粪便发展能

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南临顺河乡，西接符离镇，

源沼气。通过建设循环农业，夏刘寨村实现了林果

距离市区 30 千米，全村有 4 个自然庄、650 户、
2 226

业和养殖业的融合。

人，耕地面积 344 公顷 ，三面环山，自然条件较

二是产业链延伸。村集体创办了各类农产品加

差。1998 年全村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村集体账户没

工厂，如面粉加工厂、鲜玉米加工厂、棉纺织厂等，

有一分钱，八成村民住着土坯房，是远近闻名的贫

还引进 1.2 亿元华瑞有机食品深加工项目。以鲜玉

困村。村委书记王化东，自幼家境贫寒，受尽磨难，

米加工厂为例，其年生产加工超级黑玉米 80 万吨，

具有坚韧的性格和致富的决心。1986 年，王化东高

年产值 500 万元。农产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一方

中毕业回乡务农，在村子里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文

面形成了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业生

化人。从事过汽车运输、蚕茧收购，组建了建筑队

产由传统种植业向有机绿色农业发展，提高了农产

和创办了面粉厂等，几年工夫，王化东成了远近闻

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为了满足华瑞有机食

名的经济能人。1999 年王化东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

品有限公司的原料需求，夏刘寨村推广种植有机毛

记后，带领群众，立足本村实际，不断调整产业结

豆 134 公顷，由华瑞公司提供种子和管理技术，单

构，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村民收入的稳定增

产达 7.5 吨/公顷以上，农户人均增收 2 000 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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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利用夏刘寨村客运站和化东商贸物流园，大力发

村产业政策的具体措施，对农民收入会产生什么样

展农产品物流运输、电子商务物流和农贸市场，目

的影响，村治能人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前夏刘寨村的农贸市场和商业街已经成为当地重

通过访谈和收集整理资料，笔者得出了夏刘寨
村人均收入及与所在省市对比情况(表 2)。自村治能

要的货物集散地。
三是多功能性拓展。夏刘寨村对村集体企业进

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来，村民的收入得到大

行了重组，成立宿州市化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幅度增长，人均纯收入从 1998 年的 602 元增加到

总公司，下辖农业旅游开发、工程建筑、农产品加

2015 年的 12 013 元。与所在省市相比，夏刘寨村

工等 5 个子公司，实行公司集团化运营，既解决

的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截至 2015 年，夏刘寨村

了分散运营企业的协调和管理问题，又为发展多功

村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宿州市平均水平（9 140 元）

能农业奠定了基础。夏刘寨村通过公司集团化运

和安徽省平均水平（10 821 元）。

营，充分发挥农业的旅游、休闲等功能。以温泉为
主题，开发溶洞，修建马奶奶庙，建设动物观赏养
殖园和温泉度假中心，可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同
时建设 20 公顷宿州首家蓝莓采摘观光园和 670 公
顷干杂果采摘园，积极承办乡村体育赛事(如山地车
公开赛等)，扩大乡村旅游影响力。另外，夏刘寨村
利用荒山资源和交通便利条件，建设 33 公顷公共
墓地——福寿生态陵园。墓地建设成本在 50~80 元
/平方米，销售价格在 3 000~30 000 元/平方米不等，
经营效益明显，成为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综合
来看，夏刘寨村的产业发展符合产业融合发展的一
般规律，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一步步发展到程度较
高的多功能农业(表 1)。

第一
产业

第三
产业

农民收入结构中的工资性、经营性以及财产性收入
产生显著影响(表 3)，村治能人对政策的“精英俘获”
可以有效影响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综合来看，村治
能人推动的农村产业融合可以全面影响农民的收
入结构，对农民多元增收有重要的意义。农业内部
融合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可以提高农产品
产量，进而增加农民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如夏刘寨
村通过种养结合，发展循环农业，既降低了生产成
本又提高了产量。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一方面通过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拓展市场空间，增加农民的生
产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
星源农业科技开发公司、食品加工厂等多个村办企

名称

年份

种植业

1999

1.良种繁育基地(小麦、糯玉米、甜
玉米、优质棉制种等)

对蔬菜、鲜糯玉米、香稻米等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

2002

2.林果业(杏、石榴、枣、侧柏、李
树、蓝莓等)
养殖主要品种有土麻鸡、波尔山羊、
南非马头羊等

工，大大延伸了农产品的产业链，既扩大了市场需

农业服务业 1999

农机合作社、科技协会

能性的发挥提升了农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同时通过

加工业

2005

1.黑玉米鲜穗真空包装加工厂

要素集聚和产业联动激活了农村土地、住宅和金融

2006

2.华瑞有机食品深加工有限公司

市场，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

1999

4.星原轧花厂

1999

5.面粉加工厂

建筑业

2001

6.化东建筑公司

殡葬业

2009

福寿生态陵园(33 公顷)

能性，衍生出了更多的经营机会，增加了村民的生

生态观光旅 2011
游业
2011

1.温泉度假中心

产经营性收入。另外通过企业重组，成立集团化公

2.采摘园和特色果园

司，整合全村的土地、住宅等要素，实现了产业联

集贸业

农贸市场与商业街

动，增加了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村产业的深度融

养殖业

第二
产业

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性拓展三个途径对

位，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夏刘寨村先后成立了

表 1 夏刘寨村产业结构基本情况
类别

夏刘寨村的实践显示，农村产业融合通过农业

2002

2003

物流运输业 2009

说明

客运站、化东商贸物流园

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后所得。

农民的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
农村产业政策的最终落脚点。那么产业融合作为农

业，引进蔬菜加工项目，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求，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又吸引了大量村民在
村办企业上班，从而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农业多功

入。夏刘寨村通过荒山绿化和开发温泉，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殡葬业和林果采摘业，发挥农业多功

合，能够引发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化，从
而对农民收入的各个部分产生影响。另外，在农村
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伴随着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
式的创新，也会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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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式创新通过完善流通体系，降低农产品交易

以及各类科技协会，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组织化程

费用，对于帮助农民对接市场有重要作用，增加农

度。村里的粮食生产和果树种植全部由合作社统一

民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意味

管理，采用“公司+基地+农户”为主导的集约化经

着劳动分工的细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营模式，农民以土地入股，一方面与村民建立了紧

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源要素

密的利益链接机制，另一方面解决了农产品的销售

的整合，使得农民的财产实现增值溢价。夏刘寨村

问题。另外，合作社和科技协会通过为周边村民提

成立了粮食、蔬菜、黄桃、农机等六个专业合作社

供社会化服务，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经营收入。

表 2 夏刘寨村人均收入及与所在省市对比情况
年份

夏刘寨村
村集体总产值/万元 村集体收入/万元

人均纯收入/元

宿州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安徽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1998

0

0

602

1 534

1 863

2005

1 000

51

3 510

2 126

2 641

2007

8 100

67

5 003

3 120

3 556

2009

10 337

85

6 005

4 076

4 504

2011

13 692

101

7 600

5 720

6 232

2013

17 187

163

8 030

7 570

8 098

2014

19 032

216

9 130

8 832

9 916

2015

22 674

358

12 013

9 140

10 821

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与《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后所得。
表 3 夏刘寨村主要年份农民收入来源情况
生产经营性
同比增长/%
年份
收入/元

工资性收
入/元

转移性收
入/元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财产性收
入/元

同比增长/%

农民人均纯
同比增长/%
收入/元

1998

1 516

9.67

324

9.55

71

18.14

5

2.66

602

3.50

2005

3 624

7.14

1 324

9.43

235

25.20

153

30.66

3 510

15.10

2007

4 136

8.45

1 893

8.65

369

22.03

305

19.92

5 003

17.20

2009

4 563

7.22

2 234

11.95

791

45.19

464

17.93

6 005

13.30

2011

5 862

6.69

3 046

14.48

1 036

21.22

682

15.35

8 020

14.53

2013

6 736

9.67

4 039

10.08

1 235

13.71

1 192

16.82

9 130

13.65

2014

7 356

10.93

5 453

13.50

1 541

24.83

1 393

17.21

10 500

15.00

2015

8 194

11.14

7 198

13.20

1 774

15.11

1 629

16.92

12 013

14.40

数据来源：访谈资料整理得到。

三、村治能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动机与
优势分析

全村的产业融合发展都是在王化东主导下进行的。

1．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动机分析

行的关键。能人是乡村精英，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基于相关理论和夏刘寨村的个案实践，笔者认

领导才能以及市场适应力[24]，能够发现农村产业融

为，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动机主要包括三

合的潜在效益。从村民视角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个方面：

展，货币收入最大化成为村民追求的目标，能否带

二是带动村民增收。村民增收是村民和上级政
府对能人治村的必然要求，是能人治村能否顺利进

一是实现自身治村理念。能人治村的突出特点

动村民增收是影响村民推选村领导的关键因素。从

就是乡村能人的创业活动贯穿始终，并形成了其独

政府的视角看，经济建设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对应

特的治村理念，包括投资增值观念、成本核算观念、

于乡村来说就是农民增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23]

利益功能观、竞争意识、规范意识、机遇意识等

。

有利于农民分享三次产业融合带来的红利，是农民

不论是能人的创业活动，还是能人的治村理念，都

增收的重要途径[20]。综合来看，来自村民的增收诉

会促使能人努力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对夏刘寨村来

求和政府的乡村经济发展要求是能人推动产业融

说，全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体——宿州化东农业科

合的重要外部约束。夏刘寨村的案例显示，王化东

技开发公司是由王化东在创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之所以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是因为人们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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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实际上他也是通过推动农村产

重要创新，对村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推动

业融合发展实现了大家的期望。

农村产业融合是能人治村经济社会效应得以发挥

三是谋求政策支持。村治能人拥有较强的市场

的重要途径。借助丰富的社会资本，村治能人推动

意识和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人治村经济社会效应明

农村产业融合更容易引起上级政府的关注，使村庄

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相对

成为明星村，更容易获得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夏

普通村庄来说，有能人的村庄更容易获得各级政府

刘寨村获得的特殊政策照顾(表 4)和产业发展(表 2)

的支持，从而在公共物品的筹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

都是在村治能人推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与

[25]

越重要的作用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是产业政策的

村治能人推动的产业融合发展历程基本同步。

表 4 自能人治村以来夏刘寨村获得的特殊政策支持情况
政策支持项目
国家退耕还林

年份

说明

2002

每公顷每年补助 3150 元，共计 5 年

承包区政府科技示范园

2004

提供税收、贷款等优惠

“百村十镇示范工程”试点村

2006

获得资金支持 200 多万元

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村

2006

免费培训农户 268 户，开展培训 500 多次

大乾山穿山公路

2007

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出资 980 万元修建

开通市区公交专线

2009

批复在夏刘寨村设立公交站点

安徽省整村推进示范村

2009

获得各级财政资金支持 3500 多万元

国家土地整治

2011

获得资金支持 3270 万元，新增土地 134 公顷

安徽省第一批土地复垦指标置换挂钩试点

2011

获得资金支持 6630 万元

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首批示范村

2013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 400 万元

以工代赈

2014

建设四级水泥路 1.5 千米，总投资 41 万元，其中项目资金支持 25 万元

埇桥区农村淘宝试点村

2015

阿里巴巴与埇桥区政府共建

埇桥区区政府“创森工程”

2016

项目资金 25 万元

埇桥区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补贴

2016

化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获补贴 78 万元

数据来源：埇桥区政府信息公开网(http://xxgk.szyq.gov.cn)。

2．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优势分析

地理解村“两委”的各项决策和工作意图等，有效

(1)村民支持率高。与工商资本推动的农村产业

地缓解了方案执行过程中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

融合相比，村治能人主导的农村产业融合有一个显

的阻力。

著特征：适应性强、村民支持率高。首先，村治能

(2)决策效率高。与政府和工商资本推动的产业

人主导的农村产业融合属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

融合相比，能人推动的农村产业融合决策效率较

索，本身就具有群众支持率高的优势；其次，当村

高，主要体现为弥补政府有限理性和降低交易费

民的偏好已经由温饱向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转型时，

用。政府主导的农村产业融合虽然推行得比较快，

农村产业融合契合了村民的偏好，与村民存在目标

但是政府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决策时掌握的信

相容，经济效应明显；再次，能人有丰富的乡村实

息不完全和支持决策的能力不完备，会使得决策存

践经验，带动能力强，能够制定出符合农民意愿的

在一定的盲目性。农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场域，

利益分配方案；最后，乡村本身是一个熟人社会，

又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单方面的知识或能力很难解

村民对于能人的能力和道德品质了解较多，信任程

决农村的问题。农村产业融合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

度高，能人更容易向村民传递完备的信息，能人制

多方面的因素，许多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并无相关的

定的利益分配方案更容易被村民理解和接受。如夏

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会出现知识和能力明显不完

刘寨村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推动集体产权改

备的情况。而村治能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思想

革，村民通过股份获得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每年

觉悟和创新能力，扎根农村，具备丰富的乡村实践

举行新春茶话会，邀请村民坐在一起畅谈发展，让

经验，掌握着更全面的信息，是整个村落发展的主

全村村民都做到心中有数；每年组织党员及群众代

导力量[24]；同时，村治能人本身就是农村产业融合

表外出参观学习，帮助村民长见识、长觉悟，更好

的主体之一，具有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能力和知

1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识。村治能人在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充当了政府代理
[26]

http://qks.hunau.edu.cn/

2017 年 2 月

步发展。技术进步方面，当前中国农村的技术进步

，可以充当弥补政府

仍然以政府供给为主[28]，能人推动的产业融合政策

有限理性的组织角色。通过村治能人和村委会的渠

支持力度大（表 4），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进而

道，政府能收集到更加全面真实的信息，信息传递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对夏刘寨村来说，在村治能人

效率得到提升，政府的政策信息也可以通过村治能

的运作与政府的支持下，村集体与中国农科院棉花

人实现快速下行。在夏刘寨村的案例中，省市各级

所、安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 10 余家科研单位

政府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与夏刘寨村长期保持联

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加快了技术创新，奠定了村主

系和交流，他们之间建立了非正式的学习机制，加

导产业——良种培育业的发展基础。商业模式创新

上正式的双向信息传递机制，共同推动了夏刘寨村

方面，村治能人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企业经营实

的农村产业融合。村治能人推动的产业融合降低交

践经验，更容易发现产业融合过程中商业模式创新

易费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有效地降低谈判成

带来的价值。如夏刘寨村通过“互联网+殡葬业”的

本、信息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农村是个熟人社会，

商业模式创新，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大大提高了殡

村民对能人的了解较多，村治能人推动产业融合的

葬业的收入。

人和村民代理人的双重角色

过程中的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较低。二是信息搜寻
和传递成本低。村治能人具有经济和政治能人的双

四、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

重特质，这种双重特质使得产业融合可以获得更加

(1)组织保障机制。能人治村的突出特征是组织

有效的政策信息和市场信息，有效降低了农村产业

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决策效率高，可以有效地推

融合过程中的信息搜寻和传递成本。

动农村产业融合。组织一体化有两个好处：一是可

(3)动力充足。管制放松、技术进步以及商业模

以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

，而村治能人对于管

的资源和收益整合，配置“天然合理”，形成内部

制放松、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特殊的作用。

各产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二是节约组织运行成

管制放松方面，村治能人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与

本，通过组织一体化可以综合利用社区内的生产资

上级政府建立了很好的互动机制，更容易向上级政

料和福利设施，可以不增加组织费用就创造经济效

府传递有效的村庄需求信息，进而为产业融合争取

益[29]。以夏刘寨村为例，王化东通过选举成为了政

宽松的政策环境。例如奠定夏刘寨村产业融合发展

治组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人，牵头成立化东

基础的“反租倒包”，当时与全国的家庭承包经营

农业科技开发公司、化东农机合作社等经济社会组

制度是不一致的，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管制的放松，

织，实现了组织一体化(图 1)。

[27]

式创新是产业融合的驱动力

很难进行下去，夏刘寨村的产业融合也就无法进一

图 1 夏刘寨村的组织结构

王化东成为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的主导

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奠

者，在村治能人的协调下一方面可以实现村庄资源

定夏刘寨村产业融合基础的是土地流转，而在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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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推行的时候，阻力挺大。此时，村政治和经济

统六分”的管理模式，即村党委根据功能和行业成

组织负责具体方案的实施和争取政策支持，社会和

立种植、企业、养殖等六个党支部，每个产业链上

文化组织则致力于转变村民观念，使村民很好地理

都有专门的党员和村干部进行对接，专门提供服

解了村委会的意图，减少了推行土地流转时来自传

务，全程监督产业融合运行情况。二是正式的监督

统观念的阻力，最终顺利实现了土地流转。这充分

激励制度。正式的监督和激励制度是乡村治理有效

体现了组织一体化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共同作用。综

性的关键，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是发挥村干

合来看，能人通过组织一体化，在经济、政治、文

部领导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31]。夏刘寨

化、社会等方面主导着村庄发展的方向，推动着农

村通过土地股份制合作与村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

村产业融合目标的实现。

结机制，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更加关心，对能

(2)利益联结机制。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

人治村监督的积极性更高，降低了上级政府的监督

村产业融合的突出特征，也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

成本；同时，上级政府指派干部驻村，及时监督能

重要着力点

[29]

。具体来说，夏刘寨村通过合同契约

人治村的情况。监督机制为村干部提供底线约束，

联结、要素融合以及互助联结三大机制，产业融合

让村干部明白“不准做什么”，激励机制则能更好

各主体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首先，龙头公

地促进村干部发挥其个人能力，促进集体经济的发

司化东农业科技开发公司通过与合作社和农户签

展。村书记王化东在获得物质性奖励的同时，还被

订合同实现了契约联结；其次，农户通过土地、资

授予了多种荣誉称号，激励机制相对完善。三是非

金入股龙头公司的形式，形成了要素融合，农业企

正式约束。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对

业和合作社通过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形成了技术

能人治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誉、人情和

融合；农户和合作社的产品经检验合格后统一使用

面子尤其被看重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负筛选激

龙头公司的品牌进行销售，形成了品牌融合；产业

励”的监督作用十分明显，能人的腐败行为会引起

融合各经营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了互

村民的注意和谴责；另外，随着夏刘寨村经济的不

助机制，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了成员间的相互

断发展和成为明星村，村庄更加开放，是多所大学

信任，消除了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降低了交易费

生的社会实践基地，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受到

用；最后产业融合各主体都是统一在村治能人的领

上级政府领导的更多关注，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

导下，共同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

点，这形成了很好的外部约束，使得夏刘寨村的乡

(3)监督与激励机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

村治理更加有效。

点，完整的制度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正式规则、非
正式规则以及这些规则的实施机制。村治能人是村

五、结论及其启示

庄发展的设计者、推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

上述研究表明：夏刘寨村的村治能人通过农业

社会等方面主导着村庄发展的方向，他们的道德品

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以及多功能性拓展推动农村

质和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农村基层管理的

产业融合，全面改善了农民的收入结构，且增收效

[30]

效果，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对村

应明显；实现自身治村理念、谋求政策支持以及带

治能人推动的农村产业融合来说，村治能人处于核

动村民增收是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

心地位，完善的监督与激励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动机，村治能人推动的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村民支持

夏刘寨村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要采取了

率高、决策效率高以及动力充足的优势；通过组织

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改进内部治理。首先通

保障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监督与激励机制的构

过新农村社区建设，使村庄治理结构由传统的村民

建，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有了完善的机制，

自治向社区治理转变，社区治理有完善的管理制

保证了农村产业融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

基于此，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村治能人主导的

问询制度等，大大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其次改进

农村产业融合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人主导和政府

现有村党组织结构，发挥村党委核心作用，采取“一

支持相结合是其顺利进行的关键。政府在推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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