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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of Hongyua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Malipo Linwo Amomum Tsao-Ko Planting cooperation as case study.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were used to do detailed investigation.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t could be found that under-forest planting cooperations in Malipo County ha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development motivation,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talent.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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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了麻栗坡县宏源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麻栗坡县林沃草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案例
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法和访谈法对这两个合作社做详细的调查，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得出了麻栗
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缺乏人才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对
策建议。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何旅娜, 左兴飞, 李娅.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J]. 林业世界, 2019, 8(4): 122-128.
DOI: 10.12677/wjf.2019.84017

何旅娜 等

关键词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林下经济是指以林地资源为基础，充分利用林上、中、下闲置空间，选择适合林下种植和养殖的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菌类)物种，科学合理地进行种植、养殖的循环经济模式[1]。林下种植作为林下经济
的主要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林地资源，长短结合，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2]。而
林下种植合作社作为连接市场和农户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功能包括：第一，服务功能。
指林下种植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林下种植生产资料的购买，林产品的贮藏、加工、运
输、销售以及与林下种植相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第二，社会功能。指林下种植合作社通过经营运作，
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并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第三，经济功能。
指林下种植合作社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在内部存在明显的互助性。
近年来，在各项政策的扶持下林下种植合作组织发展成为新的市场主体和引导、带领农民进入市场
的重要载体。林下种植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提高林地资
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实现林下资源保护与林下资源开发有机结合；延伸林下经
济产业链等[3]。

2. 研究方法
林下种植合作社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尽快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结合论文调研需要，调
研组于 2017 年 7~8 月到云南省麻栗坡县进行调研，
通过了解麻栗坡县林下种植现状及其合作社发展情况。
本文最终以麻栗坡县宏源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麻栗坡县林沃草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 个典型
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参观合作社种植基地，访谈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以及麻栗坡县林业局相关人员
了解 2 个合作社经营方式；总结 2 个林下种植合作社成功的可取之处，运用趋势分析法、文字说明与图
表表达等方法计算与分析，了解麻栗坡县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发展情况中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运营现状及合作社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3. 麻栗坡县基本概况
3.1. 麻栗坡县简介
麻栗坡县地处云贵高原，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地貌以中低
山峡谷为主。全县国土面积 2357 平方公里，99.9%为山区，70%的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成层性明
显。全年无霜，森林覆盖率高，生态条件优越为林下种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麻栗坡县东南部与越
南河江省的同文县、安明县、官坝县、渭川县、黄树皮县和省会河江市“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长 277
公里。县内有国家级口岸——天保，是全州乃至全省通往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陆路通道，以及杨万、八布
等 14 个边民互市点。优越的边境条件，为林下种植合作社产品的销路提供了直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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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国土面积 234,962.0 hm2，林地面积 137,858.0 hm2，占 58.67%，非林地面积 97,104.0 hm2，
占 41.33%。全县森林覆盖率 34.75%，活立木总蓄积 547,5810 m3。麻栗坡县林地面积按地类分：有林地
面积 78,390.7 hm2，占 56.86%；疏林地面积 139.2 hm2，占 0.1%；灌木林地面积 39,032.1 hm2，占 28.31%；
宜林地面积 15,624.8 hm2，占 11.34%；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2137.8 hm2，占 1.55%；无立木林地面积 2679.1
hm2，占 1.94% (见图 1)。由此来看，麻栗坡县的林业资源相对丰富，为林下种植合作社创造了良好的立
地条件。

Figure 1. Percentage of all types of woodlands in Malipo county
图 1. 麻栗坡县各类林地占地比例

3.2. 麻栗坡县林下经济发展概况
近年来，麻栗坡县始终将林业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来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特别
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全县实现“山定主、树定权、人定心”改革目标，农民获得了新的生产资料，
对林地有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集体林地流转、林下经济开发、合作组织建设等方面有了较快
发展，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成效显著，全县已初步形成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旅游等多种
形式的林下经济类型，着力推广林果、林菌、林药、林禽、林下休闲、林下产品培植加工等林下经济
模式。从麻栗坡县林业局得到的数据表明，2017 年麻栗坡县林下种植面积达 5.5 万亩，经济年产值达
6000 多万元。

3.3.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发展概况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后，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从调查的数据中得出，截
止 2016 年底，麻栗坡县累计专业合作社 331 个，其中林下种植专业合作社 142 个、林下养殖合作社 150
个、其他合作社 33 个。林下种植合作社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发展，充分结合县内 11 个乡镇地形地貌、气
候全年无霜、生物多样的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业，促进了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发展。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现在主要的林产品主要有草果、八角、石斛、三七、重楼等林下产品。现
阶段种植模式有：林地 + 中药模式、林地 + 菌类模式、林地 + 花模式。如表 1 所示，2016 年麻栗坡
县主要林产品产量最高的是茶叶和石斛，分别为 59.1 万公斤和 56.3 万公斤，其次是八角产量为 48.2 万
公斤，草果的产量为 43.1 万公斤。其中石斛和草果呈上升趋势，同比增长 10.2%和 1.7%。
林下种植合作社针对林农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问题，社会化服务体系较为完备，有助于解决林农一
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引导林农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态化地进行生产经营。其社员多
数以周边农户为主，接近 2/3 的社员以土地和山林入股，少部分以资金入股。合作社管护人员可以由社
员担任，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员优先考虑周边贫困户、建档立卡户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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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duction and growth rate of major forest products in Malipo county in 2016
表 1. 麻栗坡县 2016 年主要林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主要林产品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茶叶

万公斤

59.1

−2.3

草果

万公斤

43.1

1.7

八角

万公斤

48.2

−14.1

石斛

万公斤

56.3

10.2

数据来源：麻栗坡县林业局。

4.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典型案例分析
4.1. 麻栗坡县宏源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麻栗坡县宏源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 2014 年 5 月完成工商登记，由大坝村党委书记及中草药
种植户共 9 人发起创办，注册资金 20 万元，合作社现有中药材种植的社员 62 户。2017 年石斛种植面积
629 亩，重楼种植面积 267 亩。合作社位于文山州麻栗坡县下金厂乡大坝村委会大坝三组，是一家专业
从事中草药种植、批发零售等业务的专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发展带动效益
明显，合作社成立后正常运行，发展迅速。对增强中草药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和促进中草药产业的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4.1.1. 产业发展情况
截止 2017 年底，该合作社已投资 260 万元，建有石斛种植基地 829 亩，重楼种植基地 267 亩。带动周
边农户发展中草药种植面积 600 亩。预计可实现经营收入 350 万元，利润 100 多万元，帮助周边农户增产
增收。林下石斛采用活树还原原生态栽培和高效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即在树上种植石斛，林下种植重楼等
中药材，有效的缓解了药材林地的纷争问题。这种种植模式，不仅保护了生态，而且让中药材回归自然。
目前，在树上种植石斛 2000 多丛，在林下用箩筐种植的石斛有 15,000 多箩，用树桩种植的有 10,000
多丛，精品石斛 0.5 亩，通过搭棚、建床，采用无土栽培方式，进行精品石斛培育。调查显示，合作社
2018 年精品石斛产出 750 千克/亩，预计年产量 375 千克，产值 11.25 万元。充分利用林中、林下空间种
植石斛，逐步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
4.1.2. 合作社运作模式
入股方式有三种：一是资金入股，二是土地入股，三是资金 + 土地入股，由于劳动力的衡量标准不
一致，为了避免纠纷，不允许劳动力入股。合作社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和“自愿互利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原则，实行股东与社员双轨经营管理模式，参与合作社示范基地建设，享受合
作社示范基地效益分红；社员只要承认合作社章程，遵守合作社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合作社管理，按照
合作社规定的生产规范进行生产管理，农产品达到合作社规定质量标准的，由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实
现销售利润的二次返还。
4.1.3. 合作社发展经验
合作社按照“基地上规模、技术有保障、效益上水平、管理上档次”的发展思路，不断加强合作社
内部技术培训、提高种植水平，拓宽销售渠道、增强发展能力，创新利益机制，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引
领合作社逐步走向科技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的民众共享合作社增
收致富成果，实现合作社多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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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乡丰富的自然资源打造“下金厂仙境运动养生游”品牌、大坝红色教育基地和美丽乡村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实施品牌培育战略，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强自身发展，逐步形成合作社
–种植基地–加工、包装–市场、制药企业–订单种植–形成产业、品牌–促进新农村经济体转型。

4.2. 麻栗坡县林沃草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4.2.1. 合作社基本情况
麻栗坡县林沃草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麻栗坡县铁厂乡董渡村委会新寨村小组，林沃草果基
地始建于 2010 年 10 月，2013 年 1 月成立麻栗坡县林沃草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 300 万元，
有管理人员 15 人，主要从事草果种植、加工、销售。合作社 2013 年有成员 198 人，目前，已发展草果
种植 20,000 余亩，发展种植和带动种植草果的农户达 1000 余户农户。
4.2.2. 合作社运作方式
合作社采取两种发展模式：一是社员用山林、荒地向合作社入股，利润按照市场收购价进行核算，
合作社占市场收购价的 70%，社员农户占市场收购价的 30%；二是采取“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经
营模式，为群众免费提供优质种苗、实用技术培训、种植管理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提供市场价格营销
信息，代购代销等服务。有产品时根据市场价格合作社优先收购，市场疲软时由合作社保底价收购；三
是把基地办成学校，愿意种植草果的外村农户可以到草果基地上班学习，上班期间有工资，掌握种植技
术后再回去种植自己的草果。
通过采用滚雪球的发展模式，群众发展草果种植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实现了林农在自己的山林、土
地上劳动就能致富的愿望。
由合作社种植的 11,000 亩草果山为示范区，以此带动董干镇普弄村、龙路村、普龙村、关告村，董
定村等，发展草果种苗。为周边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实用技术培训、种植管理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提
供市场价格营销信息，代购代销等服务；同时，合作社积极组织人员到省内外草果种植基地学习种植技
术，成功掌握草果人工种植技术；从而推动麻栗坡县铁厂乡草果种植的快速发展，达到帮助农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目标。
4.2.3. 合作社主要做法
铁厂乡、马街乡、董干镇属于典型山区农业乡，面积大部分为山区，耕地条件差，由于民族杂居、
边境战争、交通不便等原因，导致现在还比较贫困。
麻栗坡县、乡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草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当地群众也有种植草果的历史，种植
热情高，便于宣传发动，劳动力也有保障。采取政府引导，走“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运
作，为农户种植草果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保障，改变了群众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降低了种植成本和风险，
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采取各种形式把种植草果的好处、经济效益等宣传到群众中去，调动群
众发展和管理好草果的信心和决心，为铁厂乡大面积发展草果打好群众基础。由合作社牵头开展栽培技
术培训，对涉及项目实施区的农户进行培训，把好地块规划、打塘、种植、管理关。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采取“政府扶持，合作社带动，群众参与”的政、企、农三位一体关系，形成
了“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扶贫发展模式，为群众提供优质种苗、实用技术培训、种植管理技
术指导与咨询服务，提供市场价格营销信息，代购代销等服务。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接受群众监督。严格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按《云南省政财政扶贫资金等管理暂
行办法》的规定，进行项目资金专项管理。不允许私自挪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用于补助
农户种苗的资金，必须有农户花名册，经农户签字认可，并公示农户花名册，接受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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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
林下种植合作社能够有效的扭转林业经营效率低下的现状，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分空间，调动林
农的积极性，增强林下产业的活力。农民因为生存环境和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
险以及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弱[4]。但是我国林下种植合作社起步较晚，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

5.1. 林下种植合作社资金短缺，发展动力不足
目前，麻栗坡县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林下经济前景并不看好，致使很多农民不愿意加入林下种植合作
社，因此缺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的动力。大部分合作社经营的是重楼、石斛、三七等药材，林下中药材
的周期较长，投入较大，部分合作社有心经营却无追加资金，导致合作社发展动力不足，且麻栗坡县林
区基础设施较差，无法满足林下作物生产的需求。
加上麻栗坡县农户包括乡村干部对林下经济的信心不足，对林下种植合作社保持观望怀疑的态度。
目前，麻栗坡县许多沙区、山区等经济落后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农民得不
到客观的收益，对于种植合作社只是远观，并没有付诸实践。多数农民投入林下经济只是为了维持最基
本的生存和简单再生产，并不愿意再扩大规模，生产经营方式守旧对林下经济前景的不看好，农户得不
到可观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发展[5]。

5.2. 林下种植合作社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带动
龙头企业具有资金、信息、人才、技术和开拓市场的优势，可带动林下种植合作社发展[6]。在调研
过程中，调研组所了解到的林下种植合作社一般的经营模式是“村干部+基地+农户”，虽然麻栗坡村干部
以及合作社相关负责人找到销售渠道接到了订单，由于经营主体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不高，在育苗、选苗、
施肥、杀虫等种植管护方面缺乏专业的技能。由此合作社提供的草果、重楼、三七等林下初级产品质量
达不到企业的预期要求，销售的价格一般都在市场价格之下，导致合作社的收益并不可观。在麻栗坡县
实地参观的林下种植合作社中，全部都是给企业提供林下初级产品，产成品单一，没有形成产供销一体
化，而这些仅靠合作社是完成不了的。没有龙头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的全面支持，在落后的山区，
即使有再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合作社靠天吃饭，没有技术支撑，其林下经济产品质量不达标，林下种
植合作社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已经名存实亡。

5.3. 林下种植合作社管理人才短缺
现代农产品的竞争优势除种植品种和生产技术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优秀的管理人员。当代学生深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毕业之后不愿意进入农林类企业工作，加上麻栗坡林下种植合作社一般都建在农村，
毕业生几乎不会考虑到合作社工作，致使林下种植合作社严重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从麻栗坡县实地参
观的合作社来看，合作社社员由合作社附近村庄村民组成，多数在 45~50 岁之间，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以
下水平。合作社负责人反映，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没有合适的外来人才，只能从社员内部选举，由于文化
水平低，缺乏学习外界知识的能力，严重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

6. 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发展对策建议
6.1. 加大对林下种植合作社的资金投入与宣传力度
林下种植合作社是推动林下种植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其拥有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优
良的种植技术和相对先进的基础设备。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和监督政策，加大对林下种植业
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各类银行支持林下经济的发展；合作社在种植的基础上采取以奖代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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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后补等多种形式，鼓励农户加入种植合作社促进林下种植业发展。麻栗坡县林下种植合作社可通过各
种媒体对林下产品市场前景、市场行情、生产过程及其营养功效进行广泛宣传。网络的传播速度和传播
范围是极大的，微博、微信都是较好的网络宣传平台；走访宣传能深入到农户家中，将合作社提供的各
项利好政策及时传达给农户。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进行
宣传，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以点带面，辐射推广。

6.2.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麻栗坡县林下经济起步较晚，林下种植合作社的发展没有经验借鉴，随着林下经济的蓬勃兴起，合
作社大多数以“订单式”经营。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很多合作社种植不出企业满意的产品。
麻栗坡县政府应该鼓励相关药业公司、食品加工公司等企业入驻种植合作社，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和技术，
给予管护人员相应的种植技术指导，起到示范作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品牌优
势，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借力发展林下种植产业。龙头企业的入驻不仅可以促进合作社药材加工、苗木
花卉、森林旅游等可以加快实现产业部多元化发展，还能丰富林下种植发展内涵，拉长林业产业链条，
不断提升合作社产品的附加值。借助企业的品牌效应，由麻栗坡县林业部门牵桥搭线，合作社与龙头企
业签订销售协议，合作社初级产品从种植到加工严格按照企业要求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
企业对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以不低于市场价格进行订单回收、统一销售。

6.3. 加强与农林类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科技只有与实际结合才能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农林类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掌握着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
优良农产品品种，高校与麻栗坡县农业合作社在科研和人才方面的合作，可为农业合作社提供高校培养
的优秀人才，使人才与使用得到有效结合。同时，高校教授以及科研机构相应人员可以为麻栗坡县合作
社社员提供培训，提高社员整体素质，为麻栗坡县林下种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麻栗坡县
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农林类高校、科研机构可以与合作社签订基地协议，在保障双方的利益的前提下，
麻栗坡县合作社为高校、科研机构提供实验基地，高校、科研机构为合作社研究新的优质的品种。科研
机构为合作社推荐种植技术人员，高校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到合作社基地进行实习。集中力量对制约林下
种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加强后备品种的选育和引进工作，确保合作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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