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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印度于1904年成立第一个合作社,经过110多年的发展,截至

2012年底,印度共有54.53万个合作社组织,分布在16个经济领域,拥有2.49
亿户成员,覆盖了全国100%的村庄、2/3以上的家庭,并在许多领域拥有较高

的市场占有率,合作社经济已成为印度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旨在探

索印度农业合作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政府在合作社发展进程中

的作用,期望从中获得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有益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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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伴随着农

民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地区间农民人均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究其原因,分
散经营的农户无法满足市场化的需求,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凸显,而作

为弱势群体的单个农户如不能获得平等的市场谈判地位,将会阻碍农业的现

代化和农村的稳定。同样作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过半的农业大国印度,尽管

农业问题极多,总体发展远远没有我国良好,但其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尤
其是印度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组建种类繁多的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
为农户提供生产、深加工、销售、新技术推广等服务,在农民增收的同时,又有

效地缓解了地区间的农民收入差距。因此,在如何发展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

进而缩小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方面,印度农业合作社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

一、印度农业合作社的起源

  印度自1904年成立第一个合作社,历经11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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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大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截至2012年底,印度全国共有54.53万个合

作社组织,拥有2.49亿户成员,总运营资本286.643亿卢比(100印度卢比约

合9.94元人民币,2015年),覆盖全国100%的村庄,2/3以上的家庭。农业

合作社已经成为印度农业生产最基本的形式,对印度农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一)1904年的《信贷合作社法》标志着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兴起

  1.印度农村的传统

  在印度,自古以来村社就是一种合作实体。在古代的印度农村,印度家庭

就强调相互依赖和合作:一同进餐,一起祈祷,一块生活。早在孔雀王朝的初

期,考底利耶(Chanakya)就在他的《政事论》(Arthshastra)一书中这样论述:
“任何没有合作想法的人都将会费力不讨好、劳而无获。”
  在封建社会时期,虽然村社实际受控于封建地主,但在自我管理上,他们

却相互合作,共同负责公共安全,处理生活中的大事。比如,村庄周围的未经

开垦的土地和未经采伐的森林属于整个村庄所有,并由全体村民共同利用;而
一些特殊场合(婚礼、葬礼等)的必要准备活动和修房、造路的事情也在所有村

民的合作下进行(黄多正,2008)。虽然这种合作的理念一直存在,但作为合作

社这种现代的组织形式大量出现并形成一种运动,则始于20世纪初。
  2.《信贷合作社法》的影响

  印度的合作运动是从信贷领域开始兴起的。19世纪末,印度正处于十分

严重的饥荒之中,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直到1901年由于有

了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支持,一场由少数几位官员发起的合作社运动就此拉开

了序幕。这次运动最初只是在北方邦、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的部分地区成立

了一些合作社,紧接着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便于1904年

通过了《信贷合作社法》,目的是要促进农民以合作、自助的形式提供生产资

金,并使他们摆脱高利贷商人的残酷剥削。该法最早承认了信贷合作社的法

人地位,允许合作社以法人资格筹集资金并经营业务,同时还规定了国家对信

贷合作社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信贷合作社法》的颁布标志着印度合作

运动的兴起(孙士海,1988)。
  (二)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1.《信贷合作社法》对印度农业信贷合作社的推动作用

  随着印度《信贷合作社法》的颁布,在合作运动的最初时期,合作社迅速发

展在全印度得到普及。在1907年,合作社仅有843个,社员9万多人,到了

1912年,合作社数目和社员人数分别增加到8
 

177个和40多万人,同时,合作

社的周转资金也从237万卢比增加到3
 

357万多卢比。但这一时期的合作运

动仅限于信贷领域。1921年,政府又通过了第二个《合作社法》,把合作运动

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自此以后,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如农产品销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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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牲畜保险合作社、牛奶供应合作社和农机具零售等合作社都开始涌现。
  2.世界经济大衰退对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影响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也波及到印度,农产品价格和土地价格的急

剧下跌严重地威胁到合作社的经济稳定和生存,大批的合作社实际已完全陷

于瘫痪状态。
  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合作运动取得了迅猛发展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农产品价格也大幅

提高,这对于合作社特别是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社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

用。从1938-1939年度到1945-1946年度,印度合作社数目、社员人数和周

转资金分别增加了41%、70%和54%。到独立前夕,全国共有各种类型的农

业合作社17.2万个,社员人数916万,周转资金16.4亿卢比。
  4.印度独立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1947年的印度独立使合作运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独立

后的30多年中,不仅合作社数目、社员人数和资金稳步增长,而且合作社的种

类、经营范围和规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共有村

级合作社35万个,社员人数1.2亿,周转资金几十亿卢比。合作社遍布全国

91%的村庄,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45%。合作社的种类和形式大

大丰富,各邦都涌现出种类繁多的合作社,如印度农民化肥合作社、糖合作社、
牛奶合作社、住房合作社和农村电力合作社等,同时合作社经管的范围也在不

断扩大。比如,过去的初级农业信贷合作社现在大都转变为综合性的合作社,
除了发放信贷,还提供产前、产后的各种服务(孙士海,1988)。

二、印度农业合作社的种类

  印度农业合作社由全国合作社联盟和地方农业合作社构成,且合作社的

种类繁多,主要分为奶业合作社、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业销售合作社、加工和仓

储合作社、耕种和灌溉合作社、渔业合作社六种类型。
  (一)奶业合作社

  奶业合作社对印度奶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立伊始,为尽快

摆脱对国外进口牛奶的依赖,印度政府在亚兰德(Anand)建立了以一家一户

为基础的奶业合作社(被称为亚兰德模式),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将亚兰德模

式推广到全国。奶业合作社网络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的奶业发展。
  2001年,全国共生产牛奶8

 

300万吨左右,居世界鲜奶及奶制品生产大国

榜首,以奶业合作社建设为核心的奶业大规模发展计划,被称为印度农业的白

色革命。目前,印度奶业合作社已经渗透到全国每个村落,全国共有村级奶业

合作社(协会)103
 

305个,共有成员1
 

154.6万,日均销售牛奶1
 

650万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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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合作社的基础上,全国设有176个奶业合作社联合会(Union),在联合会的

基础上又设立15个邦级奶业合作社市场联盟,在邦级联盟以上设有全国奶业

发展局。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印度农民不仅可以从牛奶的生产环节获得

利润,而且还从加工、销售环节得到利润,合作社收购牛奶的价格是根据合作

社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不盈利原则统一确定。此外,农民还可以从合作社以较

低廉的价格购买奶牛或奶役兼用的水奶牛(曹建如,2008)。
  (二)农业信用合作社

  农业信用合作社是印度农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印度全

国共有农业信用合作组织98
 

236个,向农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1.资金来源不同

  农业信用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来源为社员和政府的拨款、公众存款和银行

贷款。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只为社员提供中短期贷款服务的,称为信用合作

社;另一种是为社员专门提供长期贷款服务的,称为土地开发合作银行,主要

业务是为社员提供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购买大中型农机具贷款。
  2.农业信用合作社组织层次

  印度农业信用合作社组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央合作银行,共有

370个银行,13
 

121个办事处,运营资本11
 

005亿卢比,2003年向农民提供贷

款5
 

945亿卢比;第二层次是邦立合作银行,全国共有30个,分行900个,运
营资本6

 

083亿卢比,2003年向农民提供贷款3
 

935亿卢比;第三层次是农村

初级信用社,共有95
 

670个,入社成员10
 

281万个,其中,低种姓和边远地区

的小农户占80.45%,运营资本2
 

611亿卢比,2003年向农民提供贷款2
 

932
亿卢比。各层次的农业合作银行(信用社)覆盖印度100%的农村,为农村地

区中小农户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农业销售合作社

  1.农业销售合作社的经营范围

  销售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包括农产品销售、农用物资和家庭消费品供应及

向社员提供贷款等。就单个合作社而言,有的只经营一种农产品,这类合作社

如烟草、棉花、椰子销售合作社等。有的合作社则经营多种农产品,规模较大

的合作社还从事农产品收购、分级、加工、储存等项业务活动(孙士海,1988)。
  2.业务分类

  农业销售合作社的业务分为两类:一是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化肥、种子、农
药、农具等生产资料;二是帮助农民推销农业初级产品,并开展农产品深加工

业务。
  3.农业销售合作社的合作组织

  印度农业销售合作组织,在中央设有全国农业合作市场销售联盟,负责对

全国农业销售合作组织的协调管理、组织实施中央政府对农业合作销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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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支持项目和计划、实施中央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计划,并开展一些市场

营销活动。
  (四)加工和仓储合作社

  加工和仓储合作社承担农产品加工业务,主要是合作制糖厂、合作碾米

厂、棉花加工厂、合作纺纱厂以及水果、蔬菜加工厂。据统计,全国有棉花生产

合作社及棉纺织合作社159家,其中,棉花种植者合作社82家,手工纺织合作

社63家,机械纺织合作社13家,拥有成员77.1万,总股份资本94.25亿卢

比,2002年总产值128.63亿卢比;全国有制糖合作社313家,成员505万个,
其中甘蔗生产者会员占90.45%,非生产者会员占5.7%,此外,还有3

 

912个

机构成员,2003年销售额128亿卢比,糖产量为1
 

018万吨,占全国糖总产量

1
 

852万吨的55%。
  (五)耕种和灌溉合作社

  耕种合作社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土地作为农民个人所有,只实行统一耕

作,称为联合耕种合作社;另一种是土地改为合作社所有,社员在土地上集体

耕作,称为集体耕种合作社。全国共有农业耕种合作社7
 

065个,其中,集体

耕种合作社3
 

706个。共有入社成员351
 

276人。全国有灌溉合作社8
 

105
个,参加成员有605

 

930个,灌溉面积1
 

480
 

248公顷,总运营资本82.7亿卢

比,创造就业岗位8
 

161个。
  (六)渔业合作社

  全国共有渔业合作社13
 

884个,成员216万,其中,低种性成员占7.5%,
边远部落成员占9.85%,海洋渔业成员占28.4%,内陆渔业成员占71.6%。
2001年总销售额21.85亿卢比,生产各种鱼类390

 

383吨,占渔业总产量565
万吨的7%,创造就业2

 

062个(曹建如,2008)。

三、印度农业合作社的运行原则

  (一)印度的国家合作社政策规定合作社必须遵守的七条原则

  1.自愿入社、出入自由

  印度农业合作社是一个自愿参加的,没有性别、社会地位、种族、政治和宗

教歧视,向所有人员开放的组织,只要能够履行社员权利和义务,任何人都可

以参加。
  2.民主管理

  印度合作社是由合作社成员自我管理的民主组织,社员参与决策,社员有

权选举合作社的代表和管理机构。
  3.平等入股

  印度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平等入股,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股份资本;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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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共同财产,其余部分按照社员交易份额返还。
  4.教育和培训社员

  印度农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教育和培训,同时向公众特别是青年人和领

导者宣传合作社的性质和益处。
  5.加强社际合作

  合作社通过与当地其他合作组织、区域性合作组织、全国乃至国际合作组

织的合作,为社员提供最有效的服务。
  6.独立自主

  印度合作社是由社员自我控制管理的自治互助组织,如与其他组织(包括

政府部门)达成协议从外部扩充股本,他们也必须保证社员的民主管理,并维

护合作社的自治。
  7.关心社区发展

  在强调满足社员需求的同时,合作社也要服务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曹建

如,2008)。
  (二)印度农业合作社的特点

  1.印度农业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

  印度的农业合作社在运营过程中采取的是民主的管理方式,通过社员的

选举来进行合作社的日常决策,以及决定合作社的代表和管理机构。理事会

是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多为5年,
社员大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审议合作社的工作。国家一级的合作社联盟,因
为兼有管理和协调职能,理事会由政府任命。比如,全国合作社联盟、全国合

作社销售联盟等全国性组织,还承担中央政府支持合作社发展的计划和项目

的管理任务,这些组织的理事会由政府任命(孙亮,2013)。
  当资金需要扩充股本时,也会保证社员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和合作社的

相对独立性。合作社社员可以自由出入,加入合作社后,社员享有相应的权利

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其可通过入股的方式参与到项目的开发,除支持合作社的

运营成本外,其余收益都按照份额进行分红。
  2.印度农业合作社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印度农业合作运动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的结果。
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对合作运动十分重视,印度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

律,规定了农业合作社拥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和经营的业务类型,有效地促

使农业合作社向有序的方向发展。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实现基层民主和经济计

划的最好途径,把合作社当作农村发展建设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政府针对

全国各地区农业的发展状况,把发展合作经济纳入国家的五年计划之中。制

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建立良好

的融资渠道,筹集更多的资金,开设加工厂等配套性服务,鼓励更多的农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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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合作社日常的管理中来。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社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此外,还在组织上和经济上给予支持,包括培训、补贴和资金援助,帮
助合作社发展生产、加工、销售等事业。
  3.印度农业合作社以加工和销售为核心

  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能够为社员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还得到政府的重点

扶持,因此,以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社具有较大的发展优势。
在印度总共52万个各类合作组织中,农业耕种合作社只有7

 

056个,入社成

员仅60.59万户。而以加工和营销为核心的奶业合作社,仅村一级的合作社

(协会)全国就有103
 

305个,拥有成员1
 

154.6万,涉及牛奶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各个环节。印度奶业合作社在推进白色革命、提高人民营养水平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印度蔗糖加工合作社也有较大的影响,全国有

制糖合作社313家,成员505万,印度蔗糖生产的55%是由蔗糖合作社加工

生产的。在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化肥生产合作社也较有影响,其
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20%。
  4.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印度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包括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农业政府部门和农业教

育科研系统以及涉农企业、农民组织、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和媒体等其他相

关部门。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

求,同时立足于社区发展解决社员日常生产生活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印度

基本上已建立起组织较完备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多年来采用不同的农业技

术服务方式,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服务项目。
  5.合作社机制和公司制度的良好结合

  印度把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统一起来,实现产、加、销等高

度一体化模式,并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使合作社的机制和发展优势与公司制

度的灵活、自主及规范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合作社形式的大型商业企业。这

种企业是由管理董事会的社员和专家组成的一个具有合理决策机制的混合团

体,它在没有干扰农业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完善而

又良性发展的自助体系。
  合作社机制和公司制度的结合还为合作社形式的商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公

平竞争的环境,因而印度合作社的规模能不断扩大。比如印度的奶业合作社

就实行三级组织管理体系,最基层单位是村级合作社,在村级合作社的基础上

成立地区合作社联合会。在运营机制上,印度的奶业合作社所实行三级组织

管理体系把牛奶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即奶农控制

着牛奶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三个层次的所有环节。先是广大奶农分散进行

牛奶生产,村级合作社将及时收集的牛奶送到地区合作社联合会的冷冻厂和

奶制品厂加工后进入市场销售。各个地区合作社联合会将其加工处理后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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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奶和其他奶制品交由邦级联盟以统一的品牌进行销售,这样在牛奶收集和

处理阶段所产生的附加值便通过销售而得以实现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奶业

合作社组织控制了印度全国液态奶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奶业合作组织创造的

品牌几乎是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代名词。诸如Amul、Vijaya、Verka、Saras、
Nandini、Milma和Gokul等品牌颇受消费者青睐,每个品牌都已成为他们自

己传统经营区域的市场领导者并逐步扩大到其他社区。

四、印度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支持

  (一)完善立法,为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

  印度宪法规定: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属于地方权力。因此,有关农业合作社

法规和条例均由各邦制定。据了解,印度各邦都制定有农业合作社法,对农业

合作社的组织、管理、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详细的法律规定,为推动本地区农业

合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印度具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合作社立法上起步较早,1904年就颁

布了印度《信贷合作社法》。该法案规定:任何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或城镇,或者

同属一个阶级或阶层的10人可注册组成一个合作社,以鼓励合作社员间的信

贷和自助。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吸纳合作社社员的存款以及从非合作社

社员、政府和其他合作社贷款来筹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发放给社员,或者

经登记处的特许而发放给其他的信贷合作社。这一法案对信贷合作社的成立

及其成立的目的等都作了规定和说明。
  由于农业生产、加工和营销在大多情况下需要跨区域经营,在这种情况

下,许多跨行政区域的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合作社生

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规范了合作社的微观行为,合作社才能发展

壮大,惠及社员,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了规范跨区域农业合作组

织的管理,印度政府于1984年出台了《跨邦农业合作社协会法案》,对社员来

自不同邦的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社的运营和管理模

式、资产和收益的分配与审计、纠纷的解决办法等作出了法律规定。印度各邦

及中央政府对于农业合作组织制定的完善的立法体系,确定了各类农业合作

组织的合法地位,为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此外,合作社法后来又经过1912年、1942年、1984年和2002年四次修

订。2002年的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原则,成员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合作社经

理的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职责,合作社的管理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而且还赋予了跨邦的合作社很多的特权,以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中

央政府不仅修订国家相关法律,还支持各邦政府修订相关立法,使之与联邦法

律相适应,以有利于制定全国性的统一政策,促进合作社的改革;此外,根据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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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法案,合作社还可以注册为生产者联合公司。生产者联合公司的立法

为新一代合作社注册成为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为合作社在市场中与数量

不断增长的个体经营者竞争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环境。
  (二)印度合作社国家政策

  印度在发展合作社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基层合作社的规

模小,力量薄弱,服务功能受到限制,基础设施较差,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多,管
理人员缺乏专业素质,地区之间差距较大等。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合作组织

的健康发展,印度政府于2001年出台了农业合作社国家政策。政策规定:国
家要对农业合作组织提供必要的支持、鼓励和帮助,确保合作社的独立自治、
民主管理,以便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

合作组织按照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大会提出的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运行;振兴合作社组织体系,特别是农业信用合作组织体系;通过中央政府和

邦政府的支持,加强对欠发展地区和邦的农业合作社建设,缩小地区间的差

别;加强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合作社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在合作社

管理中加强社员的参与;修订合作社法,删除限制合作社发展的条款;确保合

作社的收益能够惠及贫困群体,鼓励贫困群体及妇女参与合作社的管理。国

家政策还就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提出了16项政策。
  1.印度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财政支持

  印度政府每一个五年计划都规定了有关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并
且专门拨款资助。政府对合作社在财政上的支持主要有下述五种方式:
  (1)通过全国合作发展公司直接向合作社提供贷款。这类贷款主要用于

合作社的发展性项目,如修建仓库、灌渠等。
  (2)为合作银行发放债券,为合作社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还本付息提供担

保。
  (3)对合作社的某些活动给予补贴,如扩大经营范围、租用或建筑仓库、雇
用管理人员等。
  (4)为加强合作社的活动资金和借贷能力,认缴各级合作社的股份,如对

每个初级农业信贷合作社都认购了10
 

000卢比的股金。
  (5)税收方面的特别优惠,如减免印花税、所得税和利润税等。
  2.印度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

  在第一至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分别拨款314亿、717亿、614亿、2
 

518亿、
3

 

716亿和5
 

814亿卢比用于发展农村合作社。印度政府要求信用合作社及

其他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合作社的信贷支持,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农业信贷资

金,解决合作社季节性、临时性所需的资金;各级金融机构要不断改善对合作

社的信贷服务,简化审批手续。政府还利用国家贷款大力资助合作社的发展,
据印度《商业标准报》2007年7月7日报道,世界银行批准本财年向印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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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亿美元,其中包括23亿美元优惠贷款。该笔贷款中,6亿美元给农村信用

合作社。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12月11日也宣布,该行将贷款10亿美元用

于资助印度五个邦进行农业信贷合作社系统的综合改革。
  3.印度政府对印度农业合作社的人才培养

  政府除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为合作社培养、输送了大批服务人员。中央政

府于1976年设立了合作社人员培训全国理事会,专门负责安排各邦合作社管

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全部培训经费由中央政府负担。目前,全国有两所

机构专门培训合作社的高级管理人员:一个是全国合作社管理培训学院,另一

个是由印度储备银行设立的合作银行管理培训学院。全国还有16个地区培

训中心,专门培训中级工作人员。另外,培训一般工作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有

69个。政府的上述作法,无疑对合作运动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成立专门机构,并将合作社发展纳入五年经济发展计划

  印度独立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发展政策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合作社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工具,合作社成为国民经济的独特

部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合作社的发展就作为五年计划是否成功的评

判标准之一。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进一步强调了通过发展合作社推动

农村经济和增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绿色革

命的发展,印度农业合作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印度政府对合作社发展一直予以高度重视。1958年,印度成立合作社

部,作为一个副部级机构,隶属于当时的印度社区发展部。1979年,印度成立

了农业与合作社部,作为一个副部级机构,隶属于当时的农业与灌溉部。现

在,农业与合作社部仍然是一个副部级机构,隶属于印度农业部,其职责是:负
责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政策制定;协调和管理有关全国农业合作组织;开展合作

社教育和培训。
  (四)政府在经济上对合作社予以大力支持

  印度政府对于合作社的经济支持包括拨款、提供贷款和入股三种形式。印

度农业与合作社部通过全国合作社联盟、全国农业合作社销售联合会、全国合作

社发展集团公司、全国消费者合作社联盟等机构面向各类农业合作组织提供资

金支持。目前开展的项目有:全国合作社联合会资助项目、合作社教育与培训项

目、跨邦合作社发展项目、合作社综合发展项目、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合作销售加

工和储藏项目、克拉拉邦可可发展项目、比哈尔邦农业增长项目、蔗糖加工合作

社入股项目、棉花生产和纺织合作社入股项目等(曹建如,2008)。

五、印度农业合作社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农业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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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在认真分析印度农业合作社发展启示的基础上,
对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民合作社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印度为了规范和促进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为合作社形式的企业提供一

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印度制定并多次修订了合作社法,而且根据印度公司法

案,合作社还可以注册为生产者联合公司。我国虽然已于2006年10月31日

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07年7月1日已正式施行。但农民和基层对这

部法律的了解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需要加强对这部法律的宣传。同时,农
业部等有关部门还应进一步的合作、沟通,制定出相应的具有操作性的扶持政

策和措施。此外,这部法律还是一部阶段性的法律,一些问题还有待完善和进

一步的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施行以后,合作社的建

立和运营一定要严格遵守与依照这部法律,真正做到依法办社、科学办社。
  (二)政府要摆正位置,不能过分干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推动,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印度合作社进一步的

发展。因此,政府一定要处理好与合作社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制

定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

政策;加大技术扶持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等措施支持、引导和推动合作

社发展,尽可能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合作社与政府

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府只

能是一个引导者和服务者,在合作社走上正轨以后,在整个过程中的所有环节

都要充分体现合作社的民营性质。
  (三)一体化经营,加大盈利能力

  农业合作社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农民(或农场主)为了适应商

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因此,建立合作社就是要把农民组织

起来主动地去适应市场。虽然合作社不能简单地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我们在

强调其主要为内部成员提供服务的功能的同时,对外要有盈利能力,这样才可

以持续发展。在合作社的组织管理和运营上,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应该同农

业产业化统一起来,实现产、加、销等高度一体化模式,使合作社的机制与发展

优势和公司制度的灵活、自主和规范结合在一起,建立起合作社形式的大型商

业企业。印度的合作社尤其是其奶业合作社之所以能迅速的发展,就在于它

产、加、销一体化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既能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又能利用自己

的加工厂对牛奶进行加工,然后将其加工处理后的液态奶和其他奶制品以统

一的品牌进行销售,这样在牛奶收集和处理阶段所产生的附加值便通过销售

而得以实现,社员的收益便会大大增加,合作社也因此迅速的发展壮大。
  (四)大力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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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政府要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支持发展多种形

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提高农业

产业化的水平,延长农产品生产、存储、加工、流通、销售的链条,建立从地头到

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向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要效益,政府应当

围绕农业优势和特色产业,按照培育和规范并举的思路,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

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鼓
励这类组织跨地区联合。在合作组织登记注册、贷款、财政补贴及产前、产中、
产后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和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为切实解决目

前存在的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利益不均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要积极鼓励、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等通过组建各类形式的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推行品牌

战略和产品质量认证,提高我国农产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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