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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1951年至1957年，
健康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 1958年至1987年，
曲折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1988年至2003年，
挫折低迷阶段

第四阶段 2004年至2007年，
稳定恢复阶段

第五阶段 2008年至今，
改革发展阶段

我省供销合作社发展时间轴

数说我省供销合作社

共有18个市县供销合作社

279个基层社

独立核算单位391个

经营服务网点80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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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又“回来”
了。

近期有关供销系
统改革的消息频频见
诸报端：全国电商平台

“供销e家”上线，着力
深耕农村电子商务市
场；中国供销集团等一
批龙头企业发展起步，
产业支撑与影响力日
益提升；土地托管、合
作金融等方兴未艾，从
单纯流通服务向农业
综合服务拓展……如
火如荼的改革热潮正
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这个改革大潮
下，我省供销系统的改
革也取得了不小的成
效，为服务“三农”作出
了积极贡献。

然而，记者采访发
现，与此同时，我省供
销系统目前仍然存在
的大量企业停业、在职
员工“老龄化”、基层社
在市场中缺少作为、管
理服务平台建设水平
较差等问题同样不容
忽视。

成立于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统购统销之
下的供销合作社，如今
已年逾“花甲”，初现老
态。在基于互联网的
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各
类资本竞相流入农村
市场的情况下，“花甲”
供销合作社将如何“活
血化瘀”重注活力，打
赢供销改革这场“翻身
仗”？

目前，我省相关各
方正在积极求解。

打破机制体制障碍
李伟铭认为，结合当下实际情况，

我省供销系统改革首先应理顺政社关
系、社企关系以及供销社和农民之间
的关系，打破机制体制障碍，促进其健
康良性发展。

“一方面，各级政府应重视供销社
的发展，加大扶持，尤其是改革初期，
由于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仅依靠供
销系统自身提升成效并不明显，需要
政府在资金和项目等方面给予扶持和
引导；另一方面，各级联合社之间应密
切层级联系，建立社企分开、上下贯
通、整体协调运作的机制体制，导入现
代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强化自身建
设，培养一批懂市场、会管理的优秀企
业人才。”李伟铭建议。

立足公益拓展经营
海口市供销社主任温文则认为，

供销社应立足公益、拓展经营，以“开
门办事”的姿态回归到为“三农”服务
的轨道上来，通过政府的重视扶持和
自身“修炼内功”提升“造血”功能，壮
大经营企业，从而再强化其公益性职
能，体现供销社的价值。

温文认为，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
业科技服务中心，就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如今成效已初步显现。据介绍，由
于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建在田间地头，有培训场所，有实验
田，有常驻的庄稼医生，有农资等，“一
条龙”服务还吸引到联合国粮农组织
专家前来考察，并最终把海南冬季安
全高产栽培技术开发推广项目落户在
这个中心，日前已签订协议。来自联
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专家还在龙华供
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培训了
来自全省的种植大户和农技骨干150
多名。

建设涉农电商平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

国家层面频频提出重视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2015年10月14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时明确提出，要求加快发展农村电商，
扩大电商在农业农村的应用，鼓励社
会资本、供销社等各类主体建设涉农
电商平台。对此，李伟铭认为，从外部
发展环境看，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创新加快、各类资本竞相流入农村市
场、经营成本快速上涨等新变化，对以
农村农业为“主战场”的供销合作社势
必产生冲击，供销系统必须加快转型
升级，加大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了
解，同时应将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理
念融入为农服务的大产业体系中来，
以抢抓先机，顺应时代的发展。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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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共和国一道成长起来的为
农服务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曾经为
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城乡供给做出过
卓越贡献，组织体系健全，服务优势明
显。虽历经沧桑，走过一些弯路，但其
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仍在，“子规夜半
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改革，已经
被各级政府提上了日程。

如何打好
供销改革“翻身仗”？

一边是火热的创新热潮，一边是沉重的历史包袱——

供销社， 时代如何“翻身”？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那个时候打一斤酱油买
一斤盐，都要去供销社的门
市。”对不少生于“70前”的人来
说，“供销社”这三个字代表一
段记忆。

而在中国农村，供销社更
是与每一个农村居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

“那是改革开放前 30 多
年，供销社几乎垄断了农村的
商业流通领域，对所有农副产
品及农资进行统购统销，供销
合作社系统形成了从产前、产
中到产后贸工农一体的社会
化服务体系，是全国各地体系
最完善、网点最健全、经济实
力最强的合作经济组织。”海
口市供销社即将退休的调研
员周海全这样感叹。

据悉，我省供销合作社创
建于1951年，曾经为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和保障商品供应发
挥了重要作用。

即使在今天，由于历史遗
留问题及基于互联网下商业
模式的创新等内外部条件的
影响，供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荣光不再，但“供销
社”三个字在农民心目中仍有
一定的地位。

清晨，海口龙华五一田洋上空的雾气
还未散尽，脚着帆布胶鞋的王小平已经奔
走在田埂上，看着一垄垄青椒苗、豇豆长势
喜人，他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王小平是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
服务中心聘请的农技专家之一，来自安徽
省安庆市。这位63岁的老人，是一位“候
鸟式”专家，每年9月至次年6月，近10个
月的时间他守候着这片田洋。到7、8月份
海南农作物种植淡季，他则回老家避暑。

“以前在老家的农技站干了几十年农艺
师的活儿，感觉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农田了，
很高兴还能在退休后为海南的农民做点什
么。”王小平说，他在这里担任庄稼医生，除
了给当地农民开展农技培训，日常还负责周
边农田作物的“体检”和“保健”，免费为农民
的庄稼开处方，解决农作物的疑难杂症，指

导农民科学施肥、防治病虫草害等。
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是海口市供销社在龙华区政府的支持
下，利用一所闲置多年的小学校舍改建而
成的，由省供销社控股的省农资公司以及
海口龙泉供销社、新坡供销社共同注册登
记和管理运营，设有农机培训中心、庄稼医
院、农资服务站和瓜菜购销中心等，可为农
民涉农生产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目前，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实行会员制管理，通过调查摸底，将周边
300多户农户的耕地情况、种植品种等进行建
档管理，以便于庄稼医生跟踪指导管理，合理
用肥用药，确保安全高效丰产。

11月29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下农
田巡视完一圈后，王小平回到中心宿舍，老
伴邱春梅的早餐刚刚做好。可是还没来得

及吃，龙泉镇美仁坡托村村民吴其东就捧
着一棵青椒苗来“问诊”了。

“王医生，您给看看，这青椒是不是长
虫了？该打啥药管用？”吴其东开门见山，
额头沁出一层薄薄的汗水。王小平赶紧放
下碗筷，将吴其东迎进门诊室，打量一番病
苗后回应道：“没事，常见疫病，除虫就好
了。”随后，一张印有“中国供销合作社”图
标和服务站点热线电话的“庄稼医院处方
笺”交给了吴其东。

“眼下正是海南冬季瓜菜的播种期，每
天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王小平说，有时
是农民带着病苗到服务中心咨询，有时，农
民也会请他直接到自家田间，现场察看和
指导如何施用农药化肥等，因为来往的多
了，不懂讲海南话的他，渐渐地和当地农民
熟络了起来。

临高县各乡镇基层供销社此时正一改
几年前的衰败景象，一处处新型、现代化的
农用百货超市，深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

加来农场居民吴先生就是当地社有超市
一位忠实的消费者。在吴先生心目中，这些
由原来的供销社企业转型升级的门店，不仅
安全可靠、方便快捷，而且环境好、物美价廉，
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市场消费环境，成为引领
当地消费风尚的“龙头”企业。

“供销社发展必须要改变传统观念，打
破体制机制障碍，适应农村市场消费需求，才
能激发活力，成为连接政府和‘三农’的桥梁
和纽带。”临高县供销社主任符兰政介绍，临
高自2012年开始，采取企业员工集资、企业
出资、引资合作等模式，多方借力，筹措资金，
对原有基层社门店进行改造升级，使得经济
效益连年翻番，年均纯利润200余万元。

据悉，临高供销系统已先后建成6家农

村日用品超市、2家平价超市，总经营面积
6000多平方米，解决就业人数近200人。

与此同时，临高还大力发展供销系统
流通网络建设，新建、改造乡村便民店、农
资连锁直营店、农副产品购销点、再生资源
购销站等近百家，总改造建筑面积2万多平
方米，总投入资金3600多万元，资产增值
约2000万元，不仅进一步盘活原有资产，
更繁荣了农村消费市场，惠及民生。

海口龙华供销五一田洋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姓农惠农便农赢得民心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各
地供销社计划经济时期形成
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多地出
现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

有 权 威 披 露 显 示 ，1993
年，中央调研组在全国范围清
理出高达 700 多亿元的亏损，
其中还不包括挂账的 1000 多
亿元。

我省情况也不容乐观：在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过程中，由于政策性亏损、加
上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业务萎
缩……沉重的包袱使得改革
面临重重困难。

说起供销社的身份，许多供销人一筹
莫展，因为从一开始，各级供销合作社“非
农非工非商非官”的身份就十分尴尬。按
照中央明确提出的“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的
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供销社财产集体
所有制性质”，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
供综合服务的办社宗旨”，供销社应是位处
政府、市场、“三农”之间，是联结三者的桥
梁和纽带，但事实上，在近些年的发展演变
中，现有供销运行体系在市场竞争中已缺
少作为。

“合作经济的一个既定规则是由社员
自愿结社产生，社员拥有自愿、民主的权
利，不论股金多少，大家对组织的决策拥有
平等的权利，而实际上供销社组织的发起
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最初运转的
资产也并非完全属于农民所有，现在，历史
遗留的许多问题，件件处理起来都很棘手，
无章可循；其次，供销社不同于一般的社会
企业，还应承担着惠及‘三农’的公益性责
任，但现有体系亏损连连，自身运营尚且困
难，如果再没有政府资源的支持，如何支撑

它公益性支出的部分？并且，在政府单位
中，虽是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但供销社已
经被边缘化，说话、办事都很难。”海口市供
销系统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工作人员说。

一个让供销人感觉尴尬的细节是，在政
府机关单位，提起供销社，许多人的第一感
觉是熟悉而又陌生。一位供销社职工说，有
一次，他去海口市政府西海岸办公区上班，
路上碰到熟人，对方很诧异地问：“啊？现在
还有供销社？也是政府机关？也在西海岸
办公吗？”其尴尬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机制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供销
社人才队伍建设也是令人堪忧。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我省各市县
供销系统，特别是基层社，在岗职工也基本
在40岁以上，“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部
分“70后”“80后”员工基本上是原社职工
的后代，通常被称为“社二代”或“社三代”，
以承袭父辈祖辈名额的方式进入体系，但
很少具备专业知识和接受过正规培训。

“这样的经营管理队伍，难以担当起时
代的责任。”海南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海南
省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李伟铭对此曾做过相
关调研。李伟铭感慨，计划经济时代诞生的
供销社企业，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先天性”
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老一辈供销人“等、靠、
要”的传统观念还没有被打破，而现行管理体
制又难以吸引创新型经营管理人才。

据悉，在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计划经

济年代，有着“官方背景”的供销社，几乎垄
断了农村商业流通领域，对几乎所有农副
产品及农资进行统购统销，没有一家社会
企业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这使得供销社迅
速奠定了在农村的地位，树立了在农民心
目中的品牌形象。但与此同时，供销系统
经营者也丧失了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
和敏感，“传统经营理念和思维方式，已跟
不上时代的步伐”。

与其他市县相比，海口的情况还有点
特别。

2000年，当时海口与原琼山市还没有
合并（2003年合并），海口市供销社下属的
10家国有企业被纳入国有商贸企业改革范
畴，全面进行改制，1527名职工被分流。
2012年3月，原琼山市供销合作联社机关
（现更名为海口市城郊供销合作社，属事业
单位）正式划归海口市供销社接管，使得海

口市供销社现辖11个公司、30个基层供销
社，在册职工2211人（其中下岗职工1656
人）、离退休人员1675人。

“现在整个供销体系有‘三多’的特点，
一是下岗职工多，二是老职工多，三是欠社
保多！”周海全说，现有供销体系的运行如
果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老、散、弱”，如果
用4个字来表达，就是“不堪重负”，严重制
约了供销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据调查，海口市供销系统41家基层企
业中，有36家不同程度地拖欠社保费。与
此同时，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还在逐步浮出
水面，例如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资产处置
问题、财务公开问题等等。

此外，由于网络化建设滞后，各基层社
之间缺乏联系沟通的载体和平台，供销体
系普遍存在单打独斗、企业经营规模小、服
务能力弱的特点。

临高供销社：

基层建“农超”升级服务见效益

运行体系缺少作为

人才队伍建设堪忧

包袱沉重负债较多

改
革
前
行
还
有
几
道
关

去年超强台风“威马
逊”袭击海南后，海口秀英
区西秀镇龙头村村民童重
群扛着市供销合作社免费
送来的复合肥料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儋州东成镇的农民正在田洋里忙碌。供销社是连接政府、市场、“三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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