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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机制研究 

 

陈军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我国农产品滞销是一个难题，如何解决还没有共识性的长效机制。针对政府救助和电商促销等疏通

方法存在的弊端，从产品服务视角，从平台化的服务载体、政企合作型服务组织、服务模式和服务流程四

个方面，构建了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体系，探讨了营销服务、产品服务和外包服务三种疏通服务策略。

寄望为我国农产品滞销疏通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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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滞销事件屡见报道，以 2017年为例：5月蒜苔、6月洋葱、7月西瓜，河南晚秋

黄梨、鄂尔多斯苹果梨、甘肃无公害大葱、北京大白菜，等等。据统计，2017 年上半年网

上爆出的蔬菜滞销事件就达 175起，滞销总量几乎超过了往年全年总量。近期山东、云南、

河南等地的蒜苔再次发生严重滞销。对于这样一个伤害农民基本利益、社会影响广泛的流通

现实问题，学界和业界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滞销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信息不对称、

渠道不畅、盲目生产、种养结构不合理，深加工不足、冷链物流水平落后和金融服务缺乏
[1-6]

。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定环境下极易演化为区域性大规模滞销。目前，关于滞销疏通策略多是

从产品销售视角进行探讨，而从服务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未见报道。 

一、农产品滞销的主要疏通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面对农产品滞销，农户只能选择血亏甩卖甚至完全放弃采收。面对这种情况，有两股力

量积极介入并帮助农户销售。一是政府主导的救助型疏通方法，即政府出面与大型销售商和

加工商洽谈对接，发动学校、工厂等企事业单位直接购买，允许农户在城市指定地点摆摊自

销。随着生鲜电商的发展，以电商应急促销为代表的企业主导的市场型疏通方法成为很多人

推崇的有效方法。如电商企业在其平台发布农产品促销信息，组织团购活动，在短时间内帮

助农户化解滞销难题。但是，这两种疏通方法都存在一些风险和问题。 

1．政府救助。收购商不予收购或者减少收购量都会造成农户的外销渠道断裂。政府救

助的关键是帮助农户修复外销渠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容易越界地参与到实质性的交

易活动中去，如议价。这种承揽式的解决办法容易助长农户的心理依赖，同时也会破坏市场

机制。同样的，政府允许农户摆摊自销的方式也不完全可取。暂不论监管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农户自销无规则、无底线的让价也会破坏市场秩序。总体上看，政府救助像是一种拆东墙补

西墙的做法。借政府之手强硬地把滞销产品推向市场，势必阻滞其它替代性农产品畅销，这

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2．电商促销。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民解决农产品滞销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但是，

不是所有农产品都适合电商[7]，也不是把产品放在电商平台销售即可，它还需要物流服务

的协同配合。延迟采收而过度成熟的产品在快递物流中极易腐损，物流综合成本高。不论农

户还是电商企业都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例如，2016 年报道的一条新闻“1 天卖了 60 万斤

滞销菠萝却让店铺赔到近乎破产”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因此，电商解决农产品滞销

更像是一场爱心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一次生动演示。不过这样的感情牌打一次有效，

打多了也会失信于民。 

因此，不论政府救助还是爱心义买都只能解农产品滞销的一时之困，同时还会伴生不同

的副作用。在我国农产品总体上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滞销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常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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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探讨滞销疏通的长效机制是客观现实需要，这需要进一步的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

下面从产品服务的视角，提出并探讨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机制。 

二、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需求和服务供给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引领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和激发专业分工动能的重

要途径。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荒、劳力慌、技术荒突出。承包权 30 年不变的土地政

策更是坚定了农村创新创业的信心，农业工业化建设进程稳步推进。但是，工商资本下乡，

产能盲目扩张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同质化、成本高企、卖难等，即使现代农民也深感力量单

薄。 

1．服务需求。当农产品滞销时，通常采用三种解决办法。一是寻求买方，打开销路，

二是在第一种方法失效情况下进行自销；三是在前两种方法都不可行的情况下寻求保鲜库暂

存以求错季销售。因此，农户的服务需求集中在农业经纪服务(信息服务)、救助服务和冷链

仓储服务。限于农产品在滞销期内成熟度高、保鲜期短，服务需求必须在一个时间窗内及时

响应和满足，这给服务资源调配和服务活动组织提出了极高要求。 

2．服务供给。由于信息搜寻成本高、农户和买方双边信用缺失，农民经纪人至今仍是

广泛活跃于农村并促进农产品交易对接的一类群体。但是，农业经纪人是散兵游勇，帮助农

户化解滞销的动力不足。特别的，农业经纪人之间一些约定俗成的竞争规则严重阻碍了信息

传播和共享，服务力量看似强大，实则弱小。至于广告宣传，滞销发生时已经面临亏本风险

的农户不可能再投资做广告，只能借助社会公益宣传。另外，救助服务目前没有纳入政府应

急管理体系，它往往是在滞销数量过大，社会舆情轰炸下做出的响应性、临时性处理方案。

近几年，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生鲜电商迅猛发展态势下，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增长很快，但是东西部不均衡，产地冷库仍然严重不足[5]。除了优质特色农产品主产区外，

其余地方很少见有一定存储规模的冷库，滞销农产品入库保鲜难以落地。因此，要彻底改变

我国农产品滞销服务供给不足和服务效率低下的现状，需要寻求一种创新机制来聚合各种服

务资源，形成服务合力。 

三、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体系构建 

2017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首要任务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之三就是着力推进构建供应链服务平

台，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鉴于我国农业服务资源分散，不能满足农产品滞销的集成服务需

求。为此，参考农产品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运行机理，构建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体系，如

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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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产品滞销疏通服务体系 

（一）服务载体 

为了保障农产品滞销疏通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转，首先需要搭建服务平台。农产品滞销疏

通服务面对的是一个混沌无序的细分市场。地缘分散、滞销产品特性不一、区域商业环境多



                                     http://www.sinoss.net 

 - 3 - 

样等，共同决定了服务执行需要柔性地组织疏通资源并制定疏通方案。同时，在短时间内调

集多方资源、协同配置，需要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储备和调配能力。这不是一般企业、也不

是政府能够做到的。再者，单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投资高，市场小，盈利几乎没有保障。

据此，建议选取全国性的供应链平台服务企业，诸如河南鲜易供应链，通过政企合作开发和

管理的方式，在其服务平台中增设一个子平台来承载滞销疏通服务的功能，充分利用其交易、

物流和金融服务的集成优势来满足疏通服务要求。 

（二）服务组织 

在现有的农产品滞销疏通过程中，政府、电商企业和新闻媒介是三类典型的服务主体。

其中，政府主要由下属的农委和商委组织实施；电商企业主要是平台企业和农村电商企业组

织实施；新闻媒介包括报社、电视台等组织爱心义卖。不论哪一种都没有权利和义务，自然

不是正规服务组织。因此，需要把这三类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组织进行聚合，成立正式的

农产品滞销疏通服务部，划清权责，增强执行力。鉴于滞销疏通既是商贸活动，也是民生活

动，服务部经理由企业职员专任，服务部书记可由商委领导兼任。下设客户部、经纪部、信

息部等职能机构，其中客户部负责滞销服务申请和受理等；经纪部负责方案策划、购销对接、

洽谈撮合等；信息部负责滞销预警、信息发布、媒体宣传和实地调查等。有了这样的组织保

障，农产品滞销疏通才能在第一时间集合各股力量并采取有效措施，不至于延误最佳疏通时

机而使其演化为大规模严重滞销事件。 

（三）服务模式 

滞销疏通的根本宗旨是保证农户的基本利益不受过大损害。以合理的价格直接售出产品

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不能过度依赖。这就需要服务模式创新。鉴于滞销的农产品绝

大多数是果蔬，因此服务模式可以采用以下几种。 

1．信息服务模式。信息滞后导致农户后续决策被动和延迟。尽管农户通过移动网络或

者农事平台能够了解到大量的供求信息，但是缺乏信息二次加工能力，难以对当前形势进行

精准判断。剖析一些典型的滞销案例，容易发现大多农户在产品最初售卖期存在惜售行为。

因此，如何尽早地识别出滞销信号，让农户在第一时间知悉滞销态势，制定应对对策（即滞

销预警）是信息服务的重点。这包括全面和实时地掌握产区的产出信息，如种植规模、种植

品类、长势及预计采摘期等；交易市场的流通信息，如交易品类、交易数量、货源、在库库

存等。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时监控区域范围内农产品销售的畅通度，类似以红黄绿

标识交通拥堵程度。农户通过手机客户端连接服务信息系统，实时查看某类产品的流通走势。

在此基础上，针对部分农户的个性化需求，服务方收取额外费用，进一步进行风险等级评价

和滞销原因深度解析，以及提供滞销疏通方案设计等延伸服务。 

2．委托代销模式。农产品委托代销是订单农业的一种创新应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较

为流行，在我国还极少，目前可见重庆农投集团下属的绿优鲜超市采用这种模式。农户负责

生产和采收，代理商负责销售及其伴生的物流活动并从中提取服务佣金作为利润来源。这种

模式比分销模式在解决滞销问题上更有优势，一是产品售出前的所有权属于农户，可以打消

代理商买断后担心市场行情不佳而出现亏损的顾虑，二是可以实现产品采收后在第一时间推

向市场，避免大量产品积压在田间。代理商通过低价促销的方式快速放量，至少保证农户不

会出现严重亏损。在实际运作中，疏通服务部和代理商对接，约定售价下限和佣金提取比例

等契约条款，同时基于这种模式是在产品售出后才结算收益，服务部需要加强对代理商代销

努力行为的监督和激励。采用这种模式实则是引入了一股新的市场力量，不管出于民生道义

还是商业合作，代理商总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农销售。 

3．金融服务模式。收购商的利润主要来自差价，只有收购来的农产品能够快速转手才

能实现。特别是果蔬类产品，低价买入后需要冷藏，成本高、资金占用量大，大多数收购商

不敢贸然收储。例如，今年蒜薹供给严重过剩，一些专家建议收购商要持谨慎态度。农产品

滞销预示着资金不能回笼，直接影响下期投产。由于信用基础弱，农户融资很困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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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产品滞销提供金融服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对农户提供短期无抵押小额贷

款，为农户在滞销疏通过程中必要的成本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二是为收购商提供垫资服务，

首先激励收购商完成收购滞销农产品这一动作，其次在合理的利率条件下保证收购商的库存

成本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农产品滞销原因错综复杂，服务商针对性地设计更加丰富的金融

产品则更为理想。 

（四）服务流程 

是否要借助外部服务力量进行疏通，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农户手中。因此，农户申请疏通

服务是启动服务程序的第一步。农产品的市场行情波动大，滞销疏通是打一场时间战。首先，

服务申请和受理手续务必简单高效。接到服务申请后，疏通服务部委派专员实地调查，根据

滞销区位、品类、品质和数量等综合情况，出具格式化滞销评估报告，生成服务电子订单。

后续部门接到订单后，策划和执行疏通方案，最后对整个服务过程，包括响应及时性、服务

成本、服务效果等进行总结备案，形成经验性备选方案库，具体流程如图 2所示。 

服务申请 实地调查 服务受理

任务指派服务执行效果评估
 

图 2 农产品滞销疏通服务流程 

四、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策略 

现代商业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向服务竞争。即使农产品在没有滞销的情况下，农户和

涉农企业也必须重视和开发一些服务策略，挖掘服务价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样的，

一些适合的、差异化的服务策略在滞销疏通过程中能发挥出积极作用。 

1．营销服务策略。我国农产品产销已经呈现多元化业态。其中，生产端的农旅融合是

一个发展趋势，销售端借助“互联网+”推出了多种产品与终端消费者精准匹配的方式。例

如，网络直播、社群经济、农业众筹、认养代种、可视农业、农村电商、社区直销等，这些

方式直面终端消费群，降低了农户对中间收购商的渠道依赖性。从事前控制和事后疏通两个

维度入手，对于已经出现滞销苗头的农产品，通过农事创意设计及其网络传播推广来有效防

控滞销事态恶化；而对于已经严重滞销的农产品，网络营销能够短时间聚合产地附近的消费

者[8]，如采摘体验、捎带购买能为农户省去物流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创意营销只是补充

手段，不可过于倚重。如我国苹果年均产量已达 5000 多万吨，而国内年均消费者在 3500

万吨左右，创意营销不可能化解掉 1000多万吨的过剩量。 

2．产品服务策略。服务可以分为纯服务(如酒店、餐饮、旅游服务等)和产品服务（如

产品设计、加工包装和售后服务等）。其中，产品服务指以实物产品为基础的行业，为支持

实物产品销售而向消费者提供的附加服务。它是解决农产品滞销的一种特色化服务策略。就

滞销农产品来说，产品服务主要是加工服务。对于鲜货，农户不必追求完全出清，通过清洁、

分级分类等物流加工，选出部分优质产品来推向市场。除此之外，疏通服务部出面与食品加

工企业洽谈，委托他们为农户进行压榨、烘焙、腌制等生产加工，帮助农户在休闲食品市场

寻求销路。 

3．服务外包策略。滞销事后疏通不论是农户还是服务主体都非常被动。如果疏通服务

部门在滞销前介入农户的生产销售活动，变被动为主动，即使发生滞销也会减轻疏通压力。

目前，生产托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组织中广泛应用。通过规模化和标准化作业来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尽管生产托管本身不涉足销售服务，但是体量做大、品质提

升后，容易吸引大型收购企业前来寻求合作。这种规模效应、品牌效应和市场效应是单个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都不能引发的。从一个反面角度看，农产品滞销不可怕，怕的是

滞销规模和滞销范围不够大。一旦达到足够的滞销体量，自然会上升为一个滞销事件，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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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关注。即使商业途径解决不了，政府也必然出手救助。因此，生产托管直至委托销

售，服务外包不失为一种间接而有效的滞销疏通策略。 

五、结语 

农产品滞销是我国近 10年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常态化现象，新闻媒体报道已经屡见不鲜。

如何解决滞销问题是一个难题，好几年还被列入公务员申论考试的试题以多方收集观点。不

论政府还是一些商贸企业的救助行动，本质是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帮助农户疏通，本文统归为

服务。基于产品服务这样一个视角，从服务载体、服务组织、服务模式和服务流程四个方面，

构建了农产品滞销的疏通服务体系，并探讨了营销服务、产品服务和外包服务三种服务策略。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没有探讨服务主体的盈利问题。在滞销服务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在服务

活动中盈利。一个可能的赢利点是出售农产品产销大数据，因此采用平台模式是一种必要的

选择。除了供应链平台外，支持产地批发市场更多地融入服务功能是另外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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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s short of a long–term and consensus mechanism to solve the agri-food unsold problem. 

Aiming at the defects of government rescue and e-commerce promo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redg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roduct service perspective. The service system is composed of platform 

service carrier,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rvice mode and process. Then, three 

service strategies of marketing service, product service and outsourcing service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We hope to provide a new solution to solve the agri-food unsol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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