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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

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

张翠娥,万江红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 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

体的演变。研究指出,建国以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

自治性不断增强,形式日益多元, 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

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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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我国农村组织体系在调整中转型、在

重构中发展,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组织体系, 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农村社会管

理新格局初现雏形。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在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中明确提出, 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 是 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从

管理的主体来看,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

核心地位比较突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完善的过程

本质上也是社会主体不断发展, 从而实现社会管理

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之一, 其

发展状况直接反映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社会化程

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之一,也是近年来农村重点培育的社会组织类型, 其

发展历程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是透视农村社

会管理主体发展演变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未形成定论, 我

们采用一种能够囊括建国以来的多种组织形式, 并

且体现农民主体性的界定, 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

农民基于自愿、平等、民主、互利、互助价值, 建立的

经济领域内的合作组织连续统,包括准组织、草根组

织和正式组织等各种形式。其中,准组织指农民的

一种互助联合行动,草根组织指民间的经济互助团

体,正式组织主要指政府推动成立的或得到政府承

认的合作经济组织。就具体形式而言,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主要涵盖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联

合社、生产合作社、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互助组、信用

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等。本研究将建国以来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到

新农村建设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 3个阶段,通过对

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分析来探讨农村

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形成过程。

一、改革开放以前:依附性组织与单

一化主体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

以政府行政计划为主导资源的配置。此阶段的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以政府推动建立的组织即互助组、农

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为主。

互助组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推动下, 农民为协调

劳动以解决生产困境的互助团体,是农民互助习惯

制度化的一种组织形式, 主要包括临时季节性互助

组和常年固定性互助组。在政府的农业集体化和社

会主义化的导向下, 互助组发展极其迅速。据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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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合作决议

(草案) ( 1951年 9月) 记载, 1950 年全国互助组数

有 272. 4 万, 参加农户1 131. 4万户, 占总农户的

10. 7%;而到 1954年, 互助组就增加到993. 1万个,

参加农户 6 847. 8万户,占总农户的 58. 4%。

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是农民在私有财

产基础上,基于自愿互利原则,实行土地入股、统一

经营、集体劳动的农业生产组织,它比互助组具有更

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 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全国范围而

言,从 1950年春至 1956年春,农民入社的比例达到

了 58. 7%。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初级

社开始转向高级社。高级社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

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 各尽其

能、按劳取酬, 同工同酬。高级社内部实行民主管

理,同时须向国家交纳公粮和交售农产品。到 1957

年底, 高级社增加到 75. 3 万个, 参与农户达到

11 945. 0万户, 占总农户的 95. 6% , 实现了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化,农业的全盘集体化
[ 1]
。

相比于生产领域的合作社,流通领域的供销合

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发展更快。供销合作社 1957 年

基层社已发展到 19 402个, 参加农户达 15 745 万

人,股金规模增至 33 152万元,设立机构数达29. 1

万个,从业人员有 168万人。信用合作社 1956年机

构数为 10 300个,入社农户达 10 000万户,年末存

款余额 10. 08亿元, 年末贷款余额 10亿元[ 2]。

改革开放前, 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都

是在国家制度化的倡导下予以推行,名义上以自愿

为基础,实质上是强制性推进, 组织高度依附于国

家。因此,与政府组织一样,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具有较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上下层级关

系。与其说它是一种社会组织, 不如说它是政府行

政管理的附属物。这也反映了新中国刚成立时特殊

的社会管理理念,即以强制性的措施巩固新政权, 改

变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 通过强制性的集体化改造

实现社会重塑。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在

国家战略中扮演着改造农业、消除经济部门间矛盾

的重要角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集体主义的代

名词;在农民的视野里实际是摆脱贫困谋求生存的

生产方式和庇护伞。但是, 此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并未完全实现坚持多重身份角色逻辑而又保持合

作原则的独特性,并不是成功的 多元一体 的整体

成果,而往往是合作原则被碎化于国家意志、意识形

态和农民的生存理性,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几乎不具

有合作组织性质。整体而言, 这一时期的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就好比一个合作的 瓶子 ,里面装满了由

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农民生存理性混合的鸡尾酒。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名义上有各种

农民合作组织的存在, 但此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高度依附于国家,并不是一个具有民间性的社会管

理主体。这一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

完全单一的政府主体。

二、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自治

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公社体制全面废

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与政社分离开启了中

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了由生产合作社、供销

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构成的正式组织一

枝独秀的局面,形式日趋多元化,民间性逐渐增强。

正式组织方面, 此阶段最大的变革是公社解体。

1983年 中央一号 文件颁布后,各地分期分批进行

政社分设工作。农村经济组织根据当地生产发展的

需要,设立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域性合作经济组

织,原三级所有的经济主 要有 3 种处理方式 [ 2] : 原

公社一级经济(也叫社办企业)属于生产队和农民联

合举办的企业,政社分设后应该分离出来成为独立

的经济管理机构,但实际并未分开,结果形成乡镇集

体所有;原大队一级经济在政社分设后随着大队企

业的发展相继成立了村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并分设

农业、工业、商业等公司, 大队不再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原生产队一级经济实行分户经营,集体土地由村

民小组代管,村民委员会成为发包单位,集体土地变

为村所有。其次为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改革,

供销社改革方面经历了 3 个时期,起初主要是关于

供销合作社是否继续剥夺农民形成了争议; 进而承

认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总社和各级社

仍然属于商业部;最后供销社合作总社和商业部脱

钩,成为遍布全国的经济服务网络和完整的组织体

系。信用合作社也经历了类似的变迁。在改革初期

信用合作社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 1985- 1995年

成为自我牟利的独立企业法人, 自负盈亏、独立经

营; 1996年, 按照国务院 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

决定 要求,农村信用社逐步向农民入股、社员民主

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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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在公社解体的同时, 多种形式的组织也开始兴

起。一方面,在乡镇企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之下,农村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 原有的

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农村资金的

供给渠道逐步多元化, 在集体化时期消失的民间金

融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复兴。农村合作基金

会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根据 自愿互利、有偿使

用 的原则建立的互助组织,其资金来源以集体资金

为主, 也吸收农户资金入股。合作基金会实行股份

合作制的民主管理,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

事会制度,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合作基金会在支持农业生产、增加

农民收益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由于基金会管理上的制度缺陷, 1991 年国

务院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

另一方面,各种专业性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了较

大发展。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 2] :

第一,非社区性, 常常跨乡、跨县、跨省; 第二, 保留

社员的独立经营资格, 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仍然保

留自己的生产资料; 第三, 真正贯彻自愿互利原则,

保证参加或退出的自由;第四,真正体现民主原则;

第五,开放性和不具排他性,一个农户可以同时参加

多个合作组织; 第六,实行股份合作,产权明晰,不搞

归大堆的集体 ; 第七, 不搞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体

现了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原则。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形式多样,如养牛协会、供销合作公司、蔬菜合作

社等。这些组织主要是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同时亦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如调解利

益纠纷等。据农业部 2000年统计,各类专业合作组

织 140多万个, 供销合作社兴办各类专业社 2. 6 万

个,带动农户 1 220万户;供销社系统发展龙头企业

283个, 带动农户 600多万户, 组织农民兴办各种专

业合作社 17 833 个, 入社农户 507. 84万户。就农

村而言,保守地估计,全国己登记和未登记的乡村两

级民间组织至少在 300 万个以上,占全国民间组织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 3]
。

总之,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多元

化特征。这种多元化也反映到社会管理理念之中。

从经济上看,市场机制介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愈来

愈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市场主体; 从政治上看,

乡镇体制改革, 村民自治完善,村庄精英多元化使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从意识形

态上看,去政治化的趋势和经济话语霸权的确立使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得不考虑农民的功利追求; 从

农民自身的行动逻辑看, 差序格局的利益化和货币

化趋势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互惠关系建立存在一

定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说, 转型时期的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仍是名不副实的合作组织, 但其发展中开

始出现了与国家的分离,成为了农村社会管理中社会

力量的重要组成。虽然它的力量还非常有限,功利化

特征也非常鲜明, 但是, 它显示了社会管理中社会力

量的增强,因而促进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以来:合法性组织与

社会化主体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新农村建设,即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 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标

志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也推

动着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继续了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正式组织如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

社、专业协会、联合社等不断壮大,供销合作社也逐

渐朝着社会服务组织方向发展; 草根组织则开始分

化:一些开始注册为专业合作社, 不断规范化, 一些

以较松散的中介形式继续存在; 准组织的发展呈式

微之势,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合作行动逐

渐为利益化的交换行为取代。

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 此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发展最大的特征是合法性的增强。此阶段, 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了

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法律地位,促进了各地合作实践的规范化并掀起

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新高潮。此后, 国家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力度不断加大。2007 年

至 2009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中, 均明确提出了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

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着力提高组织化

程度的要求,各地也相应出台了配套的措施,大力支

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发展模式不断涌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化标志着社会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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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逐步重视公民参与和自我管理,这在新型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组织特征中体现比较明显。首先, 集约

化的生产模式, 产前统购生产物质、产中进行技术培

训和疾病防控、产后统销产品;其次,强调农民主体

地位的管理模式, 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制度

设计保障农民民主管理的权益;最后,农民受益的利

润分配模式,股金分红与返利相结合。正是在这样

的理念指导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数量迅速增长

的同时,功能也不断丰富和增强。

事实上,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

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仅在配置农村社会资源上扮演

着重要角色因而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功能, 而且因

组织的发展推动了农民民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

而蕴含民主政治功能。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平衡机制的

形成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管理功

能逐渐增强。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作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社会性或公民主体性, 而且

其社会管理功能的彰显使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社会

的力量得以增强, 使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 的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初现雏形,

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化趋势开始凸现。

四、结 语

纵观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可见,

农民合作组织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

民自我管理契合的一个良好平台,逐渐成长为农村

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主体, 其社会管理功能日益丰

富和增强。随着农民合作组织自治性的增强和合法

性的获得, 其发展空间也将不断拓展。从社会管理

的视角来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农村

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 管理理念人本化的过程。可

以预见,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农村

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将

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国家化向社会管理社会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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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Diversity of

Subjects in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of Farmer s Cooperat 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ZH ANG Cui e, WAN Jiang hong

( Col lege of H umanit i es and Social S ciences , H uaz hong A gr icul tur al Univ ersi ty /

Center of H ubei R ur al Development , Wuhan , H ubei , 430070)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stat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 ental pro cess o f

farm er s coo perat iv 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o f

subjects in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T 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 er s cooperat ive economic org anizat io n

has gradually becom e a go od platform to carry o ut the state w ill and fulf il cit izens self management . T he

autonomy of farm er s cooperat ive economic organizatio n is constant ly increasing, its fo rms ar e div er sified

and its status and functio ns in social manag ement are also highlight ing . T he dev elo pm ental process o f

farm er s cooperative eco no mic o rganizat ion is the process in w hich rural social m anagement system is

constant ly shaping and perfecting, m anagement concept is conver ting to people or ientat ion and the sub

jects are g radually diversif ied and socialized.

Key words far mer s cooper at ive economic org anizat io n; o rganizat ion chang e; subjects of social

manag e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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