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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农场管理企业对话概要
Summary of Sino-German Farm Management Enterprise Dialogue

德国机械制造业企业联合会（VDMA）
中国农机化协会大学生从业合

作社理事长工作委员会（UGFU）

就中德两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来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能脱

离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与推广。就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我们与德国企业展

开一系列的沟通与合作。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and Germany,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We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German companies on the issu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大学生从业合作社理事长工作委员会
University Graduates Farmers Union

目前工作委员会共认定委员60人，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6人，秘书长1

人。委员所在合作社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拥有资产总额13.02亿元，其中

农机原值5.85亿元，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小麦、水稻、大豆、油菜、甘蔗、棉花

等大田作物，总经营土地面积195.73万亩，对外提供农机作业服务327.23万亩，年

利润2.53亿元。

At present, the union has identified a total of 60 members, including one chairman, six deputy

directors and one secretary-general. The cooperatives of the committee are distributed in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total assets of 1.302

billion yuan, of which the origin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585 million yuan. The crops are

mainly corn, wheat, rice, soybean, rape, sugar cane, cotton and other field crops. The total machinery

service acreage is 1,957,300 mu, and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service is 3,272,300 mu,

with anannual profit of 253 million yuan.







1 .需求情况分析 Demand analysis

合作社业务与需求分析——来自466家合作社的访谈调研

Cooperative business and demand analysis——interviews and surveys from 466 cooperatives

为初步了解合作社基本情况，我们从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及成效、愿景与启

示四个方面对全国各地466家合作社进行访谈调研，形成访谈内容的文本分析，

包括基本情况、主要业务分析、农机情况分析以及需求分析。

In order to get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ooperatives,

we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466 cooperativ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four aspects:

basic situation, main methods and results, vision and inspiration, and formed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content, including basic situation, main business analysi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ituation analysis and needs analysis.



序号 地区 合作社名称

1 北京 北京河南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 北京 北京兴农天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 北京 北京市鑫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 天津 天津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5 天津 天津市同益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 天津 天津合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7 天津 天津市静海县富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8 河北 赵县光辉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9 河北 赵县北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0 河北 赵县济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1 河北 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2 河北 灵寿县伟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3 河北 馆陶县三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4 河北 馆陶县邦施瑞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15 河北 魏县金麦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6 河北 任县大马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7 河北 宁晋县宁雷通农机专业合作社

18 河北 宁晋县及时雨农机专业合作社

19 河北 武邑县顺天农机专业合作社

20 河北 衡水永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21 河北 定兴县昌利农机专业合作社

22 河北 涞水县园硕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23 河北 玉田县会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4 河北 沧县鑫翰农机专业合作社

25 河北 深州市宏图农机专业合作社

26 山西 闻喜县翔垣畅农机专业合作社

27 山西 新绛县国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8 山西 山阴县泰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29 山西 怀仁县文亮农机专业合作社

30 山西 阳城县龙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31 山西 泽州县巨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2 山西 晋城市天天鲜农机专业合作社

33 山西 襄垣县超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4 山西 鼎鑫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35 山西 壶关县建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6 山西 翼城县里砦镇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7 山西 翼城县民乐农机专业合作社

38 山西 定襄县建新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39 山西 山西省繁峙县玄睿农机专业合作社

40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普天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41 山西 大同市南郊区鑫燏农机专业合作社

42 山西 霍州市新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3 山西 阳曲县亿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44 内蒙古 扎赉特旗建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45 内蒙古 扎赉特旗杏花景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6 内蒙古 扎兰屯市浩饶山镇金穗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47 内蒙古 通辽市科尔沁区春睿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48 内蒙古 阿鲁科尔沁旗鼎盛农牧业机械合作社

49 内蒙古 正镶白旗冠星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50 内蒙古 兴和县宜园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51 内蒙古 鄂托克前旗赖森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52 内蒙古 鄂温克旗锡尼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53 内蒙古 科左中旗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54 内蒙古 宁城县于起农机专业合作社

55 内蒙古 察右后旗胜利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56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隆扬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57 内蒙古 乌拉特后旗新农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58 内蒙古 阿拉善右旗富农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59 辽宁 昌图县盛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0 辽宁 昌图县阳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1 辽宁 开原市国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62 辽宁 昌图县大四家子镇祥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3 辽宁 昌图县众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4 辽宁 铁岭县新台子镇西三家子村万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65 辽宁 康平县汇老农人农机专业合作社

66 辽宁 灯塔市大河南镇新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67 辽宁 建平县马场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68 辽宁 喀左县鼎晟农机专业合作社

69 辽宁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品农机专业合作社

70 辽宁 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71 辽宁 大洼县长财农机专业合作社

72 辽宁 沈阳市喜耕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73 辽宁 开原市金沟子镇峰威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74 辽宁 凌源市红得顺农机专业合作社

75 辽宁 兴城市红崖子广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76 辽宁 调兵山市吉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77 辽宁 海城市富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78 吉林 榆树市和才农机专业合作社

79 吉林 榆树市环城乡鸿良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80 吉林 榆树市天雨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81 吉林 榆树市保寿镇民悦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82 吉林 榆树市明洋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83 吉林 九台区四台村庆山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84 吉林 九台区刘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85 吉林 九台区兴隆镇志千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86 吉林 九台区纪家镇凤财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87 吉林 农安县众一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88 吉林 农安县鑫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89 吉林 农安县顺民心农机专业合作社

90 吉林 东丰县一六八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91 吉林 东辽县云顶镇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92 吉林 德惠市大杨子农机专业合作社

93 吉林 梅河口市古城九星有机水稻农机化生产合作社

94 吉林 洮南市万宝镇鹏程农机专业合作社

95 吉林 双辽市双山镇秀水村佰文农机专业合作社

96 吉林 汪清县红日农机专业合作社

97 吉林 前郭县万青农机专业合作社

98 吉林 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99 吉林 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农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100 黑龙江 拜泉县自治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1 黑龙江 富裕县塔哈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2 黑龙江 富裕县长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3 黑龙江 讷河市旺民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4 黑龙江 克东县安全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5 黑龙江 克山县新隆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06 黑龙江 克东县玉岗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07 黑龙江 双城市东官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08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金山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09 黑龙江 哈尔滨市呼兰区大用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10 黑龙江 哈尔滨园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11 黑龙江 双城市大宏农机专业合作社

112 黑龙江 五常市杜家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13 黑龙江 五常市金禾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14 黑龙江 五常市峰岭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15 黑龙江 富锦市福祥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16 黑龙江 富锦市兴禾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17 黑龙江 孙吴县哈屯现代玉米农机专业合作社

118 黑龙江 逊克县丰禾现代农机合作社

119 黑龙江 逊克县农工现代农机合作社

120 黑龙江 逊克县团结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1 黑龙江 孙吴县桦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2 黑龙江 嫩江县龙祥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3 黑龙江 虎林市太平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4 黑龙江 虎林市文胜现代农机合作社

125 黑龙江 克山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26 黑龙江 克山县新兴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27 黑龙江 绥滨县建边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8 黑龙江 绥滨县昊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29 黑龙江 青冈县和众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30 黑龙江 绥棱县兴农现代农机合作社

131 黑龙江 富锦市漂筏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32 黑龙江 巴彦县五岳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133 黑龙江 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

134 黑龙江 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135 黑龙江 林甸县合胜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36 上海 上海耀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37 上海 上海惠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38 上海 上海嘉定民欣农机专业合作社

139 上海 上海宏烨农机专业合作社

140 江苏 淮安市淮安区根本农机专业合作社

141 江苏 洪泽县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42 江苏 金湖县银集镇万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143 江苏 沭阳县青伊湖农场云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44 江苏 泗阳县家耀农机专业合作社

145 江苏 宝应县范水庆丰收割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

146 江苏 宝应县东荡农机跨区作业专业合作社

147 江苏 扬州市峰瑞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48 江苏 如东临海农机专业合作社

149 江苏 如东金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150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河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1 江苏 南京市六合区立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2 江苏 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沙湖农机专业合作社

153 江苏 常州市金坛唐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154 江苏 兴化市周奋乡恒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5 江苏 兴化市戴南常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6 江苏 张家港市塘桥镇金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7 江苏 太仓市东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8 江苏 东海县丰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59 江苏 盐城市盐都区加兵农机专业合作社

160 江苏 溧阳市海斌农机专业合作社

161 江苏 句容市纪兵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162 江苏 沛县大屯镇宋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63 江苏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农机专业合作社

164 江苏 宜兴市富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165 江苏 邳州市夫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66 江苏 溧阳市社渚芳伢农机专业合作社

167 江苏 江阴市林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68 江苏 苏州市相城区金香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69 江苏 海门市施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70 江苏 连云港农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171 江苏 淮安市淮阴区惠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172 江苏 建湖县正齐农机专业合作社

173 江苏 仪征市壮禾农机专业合作社

174 江苏 镇江新区富农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175 浙江 杭州快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176 浙江 建德市大同镇助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77 浙江 浙江省瑞安市穗博农机专业合作社

178 浙江 瑞安市塘下兴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179 浙江 永康市彬豪农机专业合作社

180 浙江 江山市巾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81 浙江 温岭市宏旺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182 浙江 桐乡市石门镇兴农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

183 浙江 湖州吴兴尹家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

184 浙江 诸暨市苍湖农机专业合作社

185 浙江 东阳市恒新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186 浙江 台州市椒江惠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87 安徽 谯城区微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88 安徽 亳州市谯城区贵勤农机专业合作社

189 安徽 蒙城县黄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90 安徽 砀山县丰产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91 安徽 宿州市埇桥区淮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192 安徽 铜陵市欣隆农机专业合作社

193 安徽 铜陵泉井农机专业合作社

194 安徽 无为县亚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95 安徽 芜湖县惠农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196 安徽 濉溪县富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97 安徽 濉溪县田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198 安徽 肥东县建良仓农机专业合作社

199 安徽 合肥市益康农机专业合作社

200 安徽 颍上县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 安徽 阜阳市颍泉区红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02 安徽 宿松县华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03 安徽 太湖县奇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04 安徽 怀远县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205 安徽 怀远县诺言农机专业合作社

206 安徽 凤阳县鑫宇农机专业合作社

207 安徽 萧县向前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208 安徽 宣城市意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09 安徽 池州市鑫田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210 安徽 凤台县怀彪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11 安徽 天长市松鹤农机专业合作社

212 安徽 六安市叶集区天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13 安徽 东至县大联圩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14 安徽 桐城市荣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15 安徽 黟县吉阳农机专业合作社

216 福建 连城县隆城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17 福建 长汀县清荣农机专业合作社

218 福建 尤溪县耀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219 福建 石狮市协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20 福建 长乐美生农机专业合作社

221 福建 南平市建阳区莒口为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222 江西 永修县宏康水稻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223 江西 瑞昌市龙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224 江西 泰和县嘉农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225 江西 新干县青铜农机专业合作社

226 江西 崇仁县丰粮农机专业合作社

227 江西 赣州丰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228 江西 高安市久洋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29 江西 贵溪市利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30 江西 进贤县宏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31 江西 宁都县洛口镇众诚农机专业合作社

232 江西 奉新县隆斌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233 江西 余干县信江农机专业合作社

234 山东 无棣县景国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35 山东 无棣牧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

236 山东 莒南县昊睿农机化种植专业合作社

237 山东 郯城县纪昌农业机械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238 山东 兰陵县鸿源种植农机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239 山东 济宁市兖州区诚利农机专业合作社

240 山东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兴农农机技术推广专业合作社



241 山东 嘉祥县光明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242 山东 成武县和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43 山东 巨野县朝阳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44 山东 莱州市朱旺维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45 山东 莱州市丰阳农机专业合作社

246 山东 莱州市新杰农机专业合作社

247 山东 乐陵市瑞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48 山东 齐河绿士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

249 山东 桓台县利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50 山东 淄博临淄富群农机专业合作社

251 山东 聊城市博凯农机专业合作社

252 山东 冠县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253 山东 利津县春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54 山东 垦利文通农机专业合作社

255 山东 枣庄市市中区富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56 山东 高密市宏基农机专业合作社

257 山东 肥城市地龙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258 山东 文登区界石镇顺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259 山东 五莲县日金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260 山东 济南市历城区丰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261 山东 章丘市百赢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262 山东 滕州市鑫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63 山东 寿光市新时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264 山东 泰安市传忠农机专业合作社

265 山东 威海市文登区泽峰农机专业合作社

266 山东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宏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67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洪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68 河南 济源市新大地农机合作社

269 河南 济源市思礼镇高庄农机专业合作社

270 河南 台前县吴坝乡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

271 河南 濮阳县中农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72 河南 淮滨县三空桥乡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273 河南 固始县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274 河南 潢川县耕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275 河南 汝阳县聚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276 河南 宜阳县富民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277 河南 新野县关场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278 河南 唐河县青泉农机专业合作社

279 河南 汤阴县国臣农机专业合作社

280 河南 汤阴县安恒农机专业合作社

281 河南 通许县钰鑫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282 河南 开封市祥符区大丰收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83 河南 漯河市召陵区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284 河南 临颍县少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85 河南 长垣县仁慈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86 河南 辉县市加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287 河南 泌阳县宏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288 河南 许昌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289 河南 鹤壁市聚喜来农机专业合作社
290 河南 永城市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291 河南 项城市国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292 河南 邓州市占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93 河南 焦作市田友农机合作联社

294 河南 扶沟县诚信农机专业合作社

295 河南 新密市刘寨镇兴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296 河南 博爱县长继农机专业合作社

297 河南 巩义市祥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298 河南 镇平县粮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99 河南 郏县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

300 湖北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祥瑞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01 湖北 襄州区张家集镇绿神农机专业合作社
302 湖北 崇阳县为民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303 湖北 咸宁市咸安区福裕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04 湖北 武汉跃达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专业合作社
305 湖北 潜江市关口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306 湖北 监利县尚正农机专业合作社
307 湖北 监利县兴华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308 湖北 湖北荆门五三顺达农机专业合作社
309 湖北 湖北省武穴市余川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310 湖北 安陆市创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311 湖北 天门市九鼎农机专业合作社
312 湖北 枝江市守华农机专业合作社
313 湖北 刘仁八镇东佳农机专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314 湖北 京山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15 湖北 宜昌普溪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316 湖北 英山县福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17 湖北 武汉市黄陂区凤凰诚成农机专业合作社
318 湖北 安陆市梓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319 湖北 阳新县龙港镇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20 湖南 衡阳县梅花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321 湖南 衡东县万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22 湖南 衡阳县仕杰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323 湖南 汉寿县金穗农机专业合作社

324 湖南 常德市昌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25 湖南 桃源县食健堂农机专业合作社

326 湖南 南县应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327 湖南 益阳市赫山区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328 湖南 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强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29 湖南 涟源市硕泰农机专业合作社

330 湖南 涟源市农富农机专业合作社

331 湖南 长沙县同展农机专业合作社

332 湖南 长沙市望城区龙虎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

333 湖南 湖南省茶陵县严塘海林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334 湖南 醴陵市浦缘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335 湖南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农机专业合作社

336 湖南 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337 湖南 湘潭安农新农机专业合作社

338 湖南 洞口县金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339 湖南 汨罗市鼎升农机专业合作社

340 湖南 慈利县实干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341 湖南 临武县武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42 湖南 永顺县瑞丰祥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

343 湖南 临湘市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44 湖南 永州市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45 湖南 靖州四乡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46 广东 电白县美加好农机专业合作社

347 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

348 广东 汕头市潮阳区顺杰农机种养专业合作社

349 广东 惠东县中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350 广东 海丰县长威农机专业合作社

351 广东 廉江市良垌兴旺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352 广东 连州市连正农机专业合作社

353 广东 英德市东华兴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354 广东 蕉岭县晟福农机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355 广西 宾阳县大桥红红火火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356 广西 南宁市武鸣区起凤农机专业合作社

357 广西 贺州市八步区穗丰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58 广西 贺州市昊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359 广西 钟山县公安镇永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60 广西 武宣县博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361 广西 象州县中平镇中平农机专业合作社

362 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腾煜农机专业合作社

363 广西 桂平市石龙镇新村永和农机专业合作社

364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正能量农机专业合作社

365 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延塘农机专业合作社

366 广西 蒙山县庆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67 广西 柳江县铁牛农机专业合作社

368 广西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景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369 海南 澹州金色阳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370 海南 琼中思河钢磊农机专业合作社

371 重庆 重庆陶义农业机械股份合作社

372 重庆 垫江县明亮农机专业合作社

373 重庆 重庆市荣昌区鑫稼源农业服务股份合作社

374 重庆 重庆市潼南区大同农机专业合作社

375 四川 绵阳市安州区永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376 四川 绵阳市安州区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77 四川 苍溪县金永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78 四川 苍溪县鑫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379 四川 成都市温江区开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80 四川 成都市新都区宏亮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381 四川 仪陇县帅爽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382 四川 西充县勇飞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383 四川 崇州市耘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84 四川 眉山市德心农机专业合作社

385 四川 遂宁市安居区兴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386 四川 广汉市隆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387 四川 江油市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388 四川 宣汉县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

389 贵州 遵义市播州区润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390 贵州 绥阳县小辉农机专业合作社

391 贵州 思南禾睦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392 贵州 威宁县燎原农机专业合作社

393 贵州 三穗县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394 云南 沾益县菱角乡汇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395 云南 隆阳区农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96 云南 新平东圣农机专业合作社

397 云南 石林志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398 云南 泸西县红土地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

399 云南 禄丰农兴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400 云南 牟定县隆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401 云南 昭通市昭阳区增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02 云南 罗平县阿岗镇农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03 陕西 临潼区联盟农机专业合作社

404 陕西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农机专业合作社

405 陕西 岐山县联盟秸秆加工专业合作社

406 陕西 凤翔县恒丰昌农业耕播专业合作社

407 陕西 榆林市榆阳区奥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408 陕西 佳县谢家沟农机专业合作社

409 陕西 乾县五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410 陕西 武功县中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411 陕西 富平县富秦星农机专业合作社

412 陕西 渭南市华州区万丰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413 陕西 勉县中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414 陕西 南郑县裕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15 陕西 铜川市耀州区新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416 陕西 延安市黄龙县兴农农业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

417 甘肃 民勤县金穗农机专业合作社

418 甘肃 甘肃黄羊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419 甘肃 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盛兴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420 甘肃 山丹县祁连山牧草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421 甘肃 临洮县得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422 甘肃 酒泉鑫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423 青海 大通县兴和农机化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

424 青海 湟中鲍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25 青海 互助县高远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426 青海 青海湖景区江西沟农机专业合作社

427 宁夏 贺兰县洪庆钊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428 宁夏 宁夏丰瑞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429 宁夏 灵武市同德机械化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430 宁夏 盐池县富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431 宁夏 平罗县天合农机专业合作社

432 新疆 奇台县兴农润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433 新疆 吉木萨尔县庆丰源农机专业合作社

434 新疆 吉木萨尔县二工天和农牧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435 新疆 新源县坎苏乡东方红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436 新疆 巩留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437 新疆 新源县兴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438 新疆 沙湾县柳毛湾镇鑫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39 新疆 沙湾县宏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40 新疆 沙雅县富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441 新疆 库车金土地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442 新疆 沙湾县老沙湾镇铁牛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443 新疆 塔城市乾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44 新疆 沙湾县四道河子镇康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45 新疆 昌吉市农之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446 新疆 伽师县铁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47 新疆 库尔勒大宏图农机专业合作社

448 新疆 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民笑笑农牧机械农民合作社

449 新疆 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美丽田野农机专业合作社

450 新疆 阿图什市上阿图什天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451 大连 普兰店市亿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452 大连 瓦房店仁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联合社

453 宁波 余姚市上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54 宁波 余姚市马渚庆德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55 宁波 象山县联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56 宁波 慈溪市迎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457 青岛 青岛宝红农机专业合作社

458 青岛 青岛志涛农机专业合作社

459 青岛 青岛积粮居农机专业合作社

460 青岛 青岛保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461 青岛 青岛西寨农机专业合作社

462 黑龙江农垦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胜利好山河农机专业合作社

463 西藏自治区 林周县卡优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464 西藏自治区 曲水县才纳乡罗亚农机机械租赁维修服务合作社

465 西藏自治区 乃东县江北农机经销专业合作社

466 西藏自治区 拉孜县曲玛乡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排名 合作社名称 合作社详细地址 理事长
1 盛泰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辽宁省昌图县亮中桥镇 盛铁雍
2 沈阳市志强农民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东湖街道麦子屯村 王德志
3 行唐县幸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北伏流村 张军旗
4 盛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太平乡什家村九组69号 李刚
5 昌图县鹏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八宝村 曹朋军
6 宏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横东村 梁红卫
7 吉通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傅家镇远大村四组 刘宝
8 金昌市金富农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金昌市双湾镇康盛村4村 王富堂
9 昌图县众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太平镇街内 刘文
10 东港市通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东港市黄土坎镇黄土坎村东大门前 王政武
11 庄河市民生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吴炉镇小房身村 年廷学
12 招远市德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年头宋家村 王浩铭
13 沈阳市春勇轩农机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常家湾 牟仁春
14 昌图县宝丰农机合作社 昌图县四合镇西横沟村 邓玉宝
15 大石桥光辉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石桥市博洛铺镇母屯村 柳德明
16 大洼县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洼县清水镇小清村 李继财
17 宝源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丰元村 邓宝林
18 沈阳市良军农机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苏家屯区王纲街道拉他泡村 张良军
19 昌图县全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镇国家村尹家组 李广辉
20 靖远县学均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靖远县东湾镇红柳村 展村
21 瓦房店市天陆农业机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瓦房店市驼山乡丁屯村 高士章

22 昌图县宏伟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子镇冒家村吕家
组26号

周辉

23 沈阳市忱昆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彰驿镇彰驿村 吴友忱
24 宏周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前洪村肖陈队 许宏周
25 大连学重农机专业合作社 大连市庄河市栗子房镇林坨村 王之涛
26 铁岭县凡河镇威达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屈牛屯村 张振波
27 昌图县鸿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太平乡永兴村四组 史华英
28 宝力镇信德农机专业合作社 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尹家村 宗立志

29
山西灵英——灵石县峰盛农机技术专业合
作社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马和乡马和村 张旭峰

30 屯留县岭上村树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屯留县上村镇岭上村 穆峰刚
31 大连佳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青堆镇 王新允
32 昌图县丰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此路树镇干沟村玻璃组 邱福忠
33 刘世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子镇甘井村 刘世力
34 福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铁岭市清河区张相镇十八道村 张继利
35 辽宁省新光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灯塔市大河南镇新光村 郑志瑶
36 昌图县震撼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农场一分场 常立君

37 前双井子镇国超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子镇于海村林家
组

孙国超

38 昌图县毛家店镇农丰力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毛家店镇张家屯村 刘刚
39 海阳市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海阳市二十里店镇窦疃村 毛宗远
40 辽阳创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辽阳市辽阳县刘二堡镇小川城村 康秀荣

41 建平县沙海镇玉岭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白家洼村 刘玉岭
42 原平市北郭下村宏伟农机专业合作社 原平市新原乡北郭下村 李宏伟
43 莆田市荔城区华龙农机合作社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和平村 陈凤萍

44 怀远县嘉顺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怀远县包集镇小元村 崔北团
45 占如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艾母村 周占如
46 盖州市宝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太阳升办事处尚和寨村 戴显伟

47 调兵山市大明镇沙后所村 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大明镇沙后所村 候猛
48 利民富康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柳豪镇川城村 康荣秀
49 大石桥市丰悦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 田刚
50 酉阳县涂力农机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酉阳县涂市乡涂家寨二组 彭光君
51 昌图县崇茂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宝力镇刘美村三组 王崇
52 国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光明村2组 楚国玉
53 盖州市国臣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盖州市小石鹏乡杨树房村 侯国臣

54 怀远县盛世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徐圩乡徐圩村徐圩街道东
100米

尚跃

55 昌图县兴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子镇南街二组10幢
9号

亚海君

56 蛟河市隆丰粘玉米专业合作社 蛟河市民主街工农路6号 王庆江

57 辉县市加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辉县市峪河镇吉家岗村 孙加瑞
58 铁岭市清河区昌信农机专业合作社 杨木村前杨木镇 李勇刚
59 凌源市文天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凌源市四官营子镇东营子村 崔天祝
60 古榆树镇后乌龙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后乌龙村 张秀清

61 昌图县九州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英桃村八组 裴朝旭
62 凌源市红得顺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凌源市小城子镇修杖子村 张春风
63 桓台县大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工业一路西首 刘铭
64 阜新市森茂农机专业合作社 阜新市阜蒙县阜新镇桃李村五组 张雷
65 庄河市乡情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大郑镇李屯 王桂英
66 昌图县钰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太平镇长胜村三组 薛钰

67 昌图县利民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铁岭市昌图县四合镇西泉村 张福
68 昌图县永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红英村六组 张永臣

69 昌图县李海波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子镇于海村东崔组 李海波

70 黑山县四家子镇为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四家子镇六间村 周顺
71 阳宇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胜利村 李忠华
72 辽宁省调兵山市吉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调兵山市晓明镇万家房身村 刘柏顺
73 久河农机合作社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克利镇河北村 赵永久
74 喀左县鼎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喀左县利州街道小河湾村 张立志

75 新邵县聚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湾里村 何渊
76 玉祥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原市古城堡镇 赵玉祥
77 双城区农机销售维修合作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朱启明

78 昌图县老城镇金库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窑沟村 赵金库
79 昌图县毛家店镇张家屯村谊民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毛家店镇张家屯村 丁铁山
80 息县金宝农机专业合作社 息县杨店乡街村（客运站院内） 裴其华



81 董云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宝力镇南街 董云峰

82 新禹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大洼镇岫岩村 姬大禹

83 大城县联昌农机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南楼堤村 张希亮

84 昌图华洋农机修造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老四平工业园区创业大街 李亮

85 昌图县团结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头道镇团结村三组 米中诚

86 河南省巩义市兴豫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巩义市西村镇永通大道中段 李五州

87 昌图县张永农机服务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毛家店镇毛铎村六组 张永

88 本溪满族自治县山城子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小市镇山城子村 孙彦东

89 忻州市定襄县建新农机合作社 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杨芳乡 樊生明

90 莆田市荔城区沟边农机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和平村和东293号 陈智敏

91 济南市长清区四通农机合作社 济南市长清区灵岩路2655号 杨明

92 沈阳市铁西区玉丰益农粮机合作社 沈阳市铁西区长滩镇西街 杨永有

93 海城丰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海城市腾鳌镇接管村 梁日鹏

94 大连市金州区新兴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孙东线 冯善新

95 康平县汇老农人农机专业合作社 康平县东关街道南100 孟亚杰

96 昌图县大兴乡凤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大兴乡卡楼村 张德林

97 巾英农机合作社 江山市大桥镇大桥村 周发水

98 辽宁曙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八面城镇大和村 宋立学

99 巨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海城市腾鳌镇接官村 王玉庄

100 明星粮食全程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 路桥区螺洋街道上倪村 叶明星

101 中卫市新大地农业机械专业服务合作社 中卫市永康镇徐庄村 徐振安

102 瓦房店市仁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西瓦 张仁胜

103 叶集兴隆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三元乡乌龙岔路口 张西国

104 辽中县金鑫辉煌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辽中区牛心坨镇李胡岗村 李金辉

105 兴龙农机合作社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 孙浩冉

106 贾家庄恒通合作社 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贾家庄村 祁贵生

107 昌图县毛家店镇日月村峰伟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毛家店镇日月村 赵铁峰

108 福清市金利农业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后郑村10号 何财金

109 昌图县李长江农机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东嘎镇米扬村 李长江

110 辽中县万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辽中县牛心坨镇牛心坨村 付文杰

111 农安县海潮农机专业合作社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龙王乡小榆树村北窝堡屯 胡长青

112 北票市丰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泉巨永乡泉巨永村 郭孔龙

113 金昌天成耕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六坝乡下排村 王品寿

114 长治县明明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长治县韩店镇林移村 崔明明

115 富昌农机有限公司 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道山街230号 朱智武

116 吉林市昌邑区昌全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 吉林市昌邑区土城子乡油坊村 李井全

117 瓦房店仁峰农机合作联合社 辽宁省瓦房店市泡崖镇张屯村 于宝峰

118 临泽县耘野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倪家营乡马郡村六社 白晓鹏

119 阿克苏正大宏阳农机服务合作社 阿克苏金土地汽车城 李向阳

120 福清市嘉耕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福建省福清市港头镇东光村 王雪梅

121 汝南县沃原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镇孙屯村（s333k73） 吴红纬
122 临泽县华兴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新华镇宣威村 常林
123 海城市沃德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海城市耿庄镇东耿村 韩卓
124 凤台县农盼水稻机插服务合作社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杨村镇街道 陈传安
125 温岭市新河农友农机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南栅村312号 徐小友

126 会宁县三农农机农耕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三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姜建雄

127 昌图县益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昌图县七家子镇七家子村 李鹏
128 遵化市旺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遵化市东新庄镇北营村 赵志永
129 平遥县生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平遥县南政乡阎家庄村 仵金平
130 莆田市荔城区三联农机专业合作社 莆田市荔城区华中村 陈志新

131 疏附县艾米带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克乡11村
阿力木
江·阿不

都塔叶尔

132 兴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八河川镇罗圈夹
村

李竟刚

133 辽阳县利民富康农机种植专业联合社 辽阳县刘二堡镇义和村 郑荣伟
134 独山县八方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基长镇 艾大波
135 普兰店市金盛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普兰店市丰荣办事处金厂村 赵国有
136 宁海县永丰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南塘村 胡余贤
137 招远市豪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金城路101号 周保江
138 沈阳市惠农佳农机合作社 沈阳市苏家屯区来胜堡 宋庆喜
139 大连鑫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大连市金州新区登沙河街道南关村老炉屯 关德民
140 清水东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永清镇泰山路20号 张小龙
141 桃江县朝辉农机服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桃江县灰山港镇橙泉湾村 刘朝阳

142 建平县马场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马场镇本街（永兴街046号）李汉奎

143 宏斌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华家屯镇华东村 徐斌
144 昌图县顺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四面城镇支援村 杜吉东
145 酒泉市华夏农机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三墩镇二墩堡村 夏斌

146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乡坡脚村 田贵军

147 杭州金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谢家村 谢建东
148 辽阳市浩瀚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祁家镇唐庄子村 胡德
149 昌图县淑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八面城镇 吴国刚
150 昌图县鑫慧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满家村 王超慧
151 惠民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庄河市双庙村 王学仁
152 锦州市广联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锦州市桥鸟乡柏家村 郭宝刚
153 明宇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外环 孙明宇
154 宽甸大鹏农机合作社 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曲吕川村 谢鹏

155 昌图县祥瑞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大四家子镇三眼井村五组 史铁俊

156 台安良源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 庞文吉
157 宜阳县富民农机合作社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三乡镇 崔伟良
158 安达市润达农机合作社 黑龙江省安达市中本镇正本村 姜峰
159 招远市张星联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石对头村 孙言亮
160 浉河区大唐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北街 唐选军



161 凌海市新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新庄子镇姜木村 穆瑞文
162 宝力农场国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铁岭市宝力县农场 安小飞
163 全峰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师岗镇郭营村 时全周
164 昌图镇昌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镇双利村一组 王宾
165 荣成市丽华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东初家村 肖建党
166 昌图镇昌隆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镇河信子村五组 祝君昌

167 黔东南兴达信农机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风情大
道

刘从桃

168 兰考县盛世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油田西大门北1000米 王朋飞

169 江口县雷沃农机耕作专业合作社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凯德街道办事处金钟村
大坳

黄兴平

170 法库县国来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和平乡和平村 刘国军
171 义县年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锦州市义县 杨国英
172 铁岭县菜牛镇张庄农机专业合作社 铁岭县菜牛镇北地村 赵洋
173 葫芦岛市连山区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锦郊街道影蔽山 佟以秋
174 阳曲县农兴联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高村乡高村村 郭福荣
175 永年县旺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辛庄堡乡八街村 韩俊志
176 北镇市挚诚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北镇市中安镇于台村 李旭
177 北镇市双丰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合作社 北镇市吴家镇合兴村 邴铁锋
178 五莲县兴农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五莲县许孟镇泊子村 肖志军

179
乌鲁木齐市农十二师五一农场五连大棚蔬
菜基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农场附近 无

180 抚顺县农富农机合作社 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救兵乡王木村 吴玉环
181 东港市显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东港市马家店镇政府对过 杨显武

182 丰盛农机专业合作社
内蒙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陶日木嘎查
一大队

蒋玉峰

183 山东省济宁市迟润农业科技合作社 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李阁镇姜楼村 闫领阶
184 玛纳斯县鸿业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广东地乡苇坝村57-1号 陈智海
185 乌鲁木齐市天地汇通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乡梧桐窝子村 刘永刚
186 辽阳市顺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辽阳市沙岭镇韩台村 郑家春
187 昌图县彦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大洼镇东山村二组 赵洪彦
188 辽阳县润五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辽阳县黄泥洼镇南甸子村 王有常
189 宝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力农场 李明玉
190 宁平唯圃合作社 河南省郸城县宁平镇 李涛
191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镇高科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五里镇顾店村 李停干
192 柳林县鑫联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留誉镇槐树沟村 宋月平
193 河南省谷神农机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留固镇岳庄村 岳崇相
194 乐清市勤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戴东村 戴雷栋
195 法库县云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秀水河子镇欢子洞村 高云龙
196 红寺堡开发区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盐兴东路173号 曹玺

197 绥中县西甸子村新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西甸子镇西甸子村五
组

郝连义

198 海盐久洋农机合作社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环城南路120号 王海军
199 清徐县力牛农机专业合作社 太原市清徐县黑城营村 杨石柱
200 莱州市虎头崖镇顺凯农机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镇顺凯专业农机合作社 冯书君

201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为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范村 陈应涛

202 南召县金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河南省南召县崔庄乡鱼池村 贺远存

203 合山市宏海农机合作社 广西省来宾市合山市河里乡上羊角村 韦宏

204 莱阳市冯格庄正大农机合作社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冯格庄镇太平庄村 王天国

205 灯塔市大河南镇小戴子农民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灯塔市大河南镇大河南村 戴维武

206 上海林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大河村建中路299
号

冯新官

207 界首市前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界首市颍南办事处李湾 李玉林

208 天长市芦龙农事服务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天长市仁和镇芦龙社区五南路 刘长明

209 凤城市大堡蒙古族乡凤飞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大堡蒙古族乡七队 李红燕

210 米易县绿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贤家村6社 刘长伟

211 桐城市荣农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 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双港镇长枫村 张忠武

212 喜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乡高坎村 葛喜林

213 怀仁县金利源农业作业合作社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金沙滩干沟村 杨奖利

214 沂源县爱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大张庄镇南村 李爱友

215 建昌县泓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建昌县巴什罕乡西山根村 张靖安

216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九里村永顺水稻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碾子山区华安乡东华村一号屯 刘桂英

217 吐鲁番市蔬乐果果蔬合作社 吐鲁番市高昌区艾丁湖乡庄子村3组 李建立

218 芜湖市虬保农机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镇虬保村 张根水

219 北京顺龙清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龙湾屯村 李双

220 老乐农机专业合作社 辽宁省阜蒙县八家子镇欧力营子村 于学蛟



1.需求情况分析

调研发现，当前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主要存在综合服务需求、农机农艺需求、人

才需求、培训需求、管理制度需求、金融需求以及信息化需求等七大类需求。延长产

业链、拓宽业务种类与服务范围是各地合作社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利用智慧农

机技术、引进先进的设备、人才与管理制度经验在合作社生产经营中亦是必不可少的

重要环节。最后，开展金融服务，是解决合作社贷款难、贷款慢的重要手段。

表1 合作社需求情况统计表

业务种类
农机农
艺需求

培训需
求

综合服
务需求

信息化需
求

管理制度
需求

人才需求 金融需求

需求比例
（%）

73.9 36.2 75.4 24.6 36.2 39.1 24.6



1 .  D e m a n d  a n a l y s i s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ooperatives mainly have seven types of need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comprehensive service need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ic needs, talent needs, training needs,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financial
needs, and information needs.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broadening the types of
businesses and services are issues that all cooperatives need to solve urgently. In addition,
the use of smar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echnology,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equipment, talents and management system experience are also essential and important
links i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ooperative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slowness of loans for
cooperatives.

table1 Statistical Table of Cooperative Demand

business 
lin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ic demand

Training 
demand

Comprehen
sive service 

demand

Information 
demand

Management 
system 

demand

Talent 
Demand

Financial 
demand

proportion
（%）

73.9 36.2 75.4 24.6 36.2 39.1 24.6



2019年8月19日 2019年9月15日 2019年10月29日

1.UGFU与VDMA合作，为
各自组织内的成员单位做好
供需产品和服务的对接，并
建立自律机制。
2.参与合作社运营的标准化
建设，提出高水平的全程机
械化（或综合农事服务）解
决方案，协助提升合作社管
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3.授权有条件的合作社代理
农机产品，并通过产品和技
术支持，与合作社共同引领
示范县的农业生产标准化、
信息化、规模化建设。
4.与UGFU依托的高校联合
培养农业人才，共建示范农
场（可以智能农机为主题），
共同支撑合作社推进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中心和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019.10-2020.11VDMA与中国农机化协会大学生从业合作社理事长工作委员

会经过线下和线上5轮会议和现场调研初步确定拟合作的6家农机合作社

2.试点合作社选择 Pilot cooperative selection

目标：打造可复制的新型现代农场标准
Goal: Create a new modern farm standard that can be replicated

2019.10-2020.11 VDMA and the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Employment Cooperative of the China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ssociation have
preliminarily identified 6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to be cooperated after 5 offline and
online meetings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s



合作社名称 成立时间 所在区域
入社成员/农机手

人数/维修工人数
主要作物/亩产/种植成本

农机原

值/万元

流转+托

管土地/

万亩

对外作业

面积/万

亩

黑龙江省青岗县沃土丰达农机合作社 2014年3月12日 松嫩平原 44/11/2
玉米/1600斤/260元

大豆/450斤/118元
2480 7.9515 0

黑龙江省克东县安全现代农机专业合

作社
2013年3月15日 松嫩平原 56/10/2

大豆/300斤/180元

玉米/1300斤/320元
2600 1.5 3

辽宁省彰武县达安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3年12月30日 辽河平原 41/20/5 玉米/1700斤/280元 600 1.05 10

内蒙古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
2015年3月5日 辽河平原 96/15/3 玉米/1700斤/600元 600 3 3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富源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
2013年1月11日 华北平原 57/31/12

小麦/1100斤/390元

玉米/1300斤/370元
975 2.616 5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丰农机专业合

作社
2010年7月8日 关中平原 112/23/6

小麦/1000斤/400元

玉米1300斤/300元
1050 3.15 8

3.拟合作的6家农机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The name of 
the cooperative

date of 
establishment

location

Number of club 
members/number of 

farm machinery/number 
of maintenance workers

Main crops/ Yield per 
mu/planting cost

Origin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10,000 
yuan

Circulation + 
trusteeship 
land/10,000 

mu

External 
operation 

area/10,000 mu

Qinggang
County Fertile 

Soil Fengda
Cooperative

2014.3.12
Songnen

Plain
44/11/2

Corn/800kg/260yuan
Soybeans/225kg/118yuan

2480 7.9515 0

Kedong County 
Safety Modern 

Cooperative
2013.3.15

Songnen
Plain

56/10/2
Soybeans/150kg/180yuan

Corn/650kg/320yuan
2600 1.5 3

Zhangwu
County Da'An
Cooperative

2013.12.30
Liaohe
Plain

41/20/5 Corn/850kg/280yuan 600 1.05 10

Tong Liao City 
Huimin

Shengfeng
Cooperative

2015.3.5
Liaohe
Plain

96/15/3 Corn/850kg/600yuan 600 3 3

Zaozhuang City 
Fuyuan

Cooperative
2013.1.11

North 
China 
Plain

57/31/12
wheat/550kg/390yuan
Corn/650kg/370yuan

975 2.616 5

Xi'An City 
Changfeng

Cooperative
2010.7.8

Guanzho
ng Plain

112/23/6
Wheat/550kg/400yuan
Corn/650kg/300yuan

1050 3.15 8

Basic information of 6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to be coop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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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调研
——基于70家合作社的问卷调研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0 cooperatives

为更好更全面的了解合作社现存的各类需求，我们通过问卷调查

法对合作社主体进行调研，主要从基本情况、农机情况、农机需求、

人才需求与保险需求五个方面收集信息并对此进行分析。

In order to bet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various
needs of cooperatives, we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main bodies of
cooperativ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formation from five aspects, namely, basic situati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ituati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demand, talent demand and
insurance demand.



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本次调研共收集70份有效问卷，主要分布在辽

宁、河南、内蒙古与吉林等地区。从调研样本的分

布情况来看，本次调研所收集到的合作社的相关数

据北方地区相对多于南方地区，东部地区相对多于

西部地区。

(1)地域分布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图1 样本地域分布图

This survey collected 70 valid questionnair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Liaoning, Henan, Inner
Mongolia and Jilin. Judging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s, the relevant data of cooperatives
collected in this survey is relatively more in the
northern region tha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and
mo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western
region.



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在本次调研中发现，合作社注册资本绝大多数在100-1000万之间，入股的形式有
现金、土地、农机设备、技术和人才等多种。

合作社所服务的社员人数平均为126户。

(2)注册资本及社员人数 Registered capital and number of employees

均值（Mean）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注册资本（万元）
Registered capital (ten thousand yuan)

610.65 45 5000

社员人数
Number of members

126 5 1065

表1 合作社注册资本与社员人数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registered capital and number of members of cooperatives

In this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cooperatives is mostly between
1 million and 10 million. The forms of equity participation include cash, l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talen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members served by the cooperative is 126 households.



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在所调研的样本中，合作社带头人的受

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仅有12.9%的合作社带

头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从合作

社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返乡创业，凭借其知识优势、技术优势与信

息优势，促进合作社专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

迅猛发展，增强合作社的生命力，实现农民

致富与农业发展的“双赢”目标。

(3)合作社带头人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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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研究生

人数

图2 合作社带头人受教育程度统计图



1.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In the sample surveyed,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cooperative leaders is generally higher, and only
12.9% of cooperative leaders have an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or below.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relying on their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pe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cooperatives, and realize farmers' wealth a
"win-win" goal wi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 Education level of the leader of the cooperative

Figure 2 Statistics of education level 

of leaders of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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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合作社开展机械化作业、种植业与生产托管业务数量较大，同时部分合作社

也参与农机咨询与维修、农产品加工销售、养殖业、林果业等其他业务。现阶段，

合作社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业务范围涉及“生产—销售”的方方面面。

(4)主营业务范围

图3 合作社主营业务范围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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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Cooperatives carry out a large number of mechanized operations, planting and
production trusteeship business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cooperatives are also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nsulting and mainten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and sales, aquaculture, forestry and fruit industry and other businesses. At
this stage, the cooperative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its
business scope covers all aspects of "production-sales" .

(4) Main business scope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main business scope of the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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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根据样本统计显示，平均单个主体经营

土地面积为6331亩，平均承包土地面积为

2351.8亩，平均流转土地面积为4628.9亩。

(5)经营土地面积 Operating lan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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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合作社经营土地面积统计图
Figure 4 Statistics of land area operated by cooperatives

According to sample statistics, the average

area of land operated by a single entity is 6,331 mu,

the average contracted land area is 2351.8 mu, and

the average transfer land area is 4628.9 mu.



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根据对70家合作社经营场地占地面积的统

计，平均单个合作社占地面积为12583平方米，

其中，农机停放面积平均为2426平方米，维修

间、配件库场地面积平均为956平方米。

(6)占地面积 Operating sit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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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20000平方米 20000平方米以上

图5 合作社经营场地占地面积统计图
Figure 5 Statistics of the area occupied by the cooperative’s 

business sit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n the area of
operation sites of 70 cooperatives, the average
area of a single cooperative is 12,583 square
meters, of which the average area of farm
machinery parking is 2,426 square meters, and the
average area of maintenance rooms and parts
warehouses is 956 square meters.



1.基本情况分析 Basic situation analysis

通过调研发现，大部分合作社以种植业为主，仅有14家合作社涉及养殖业。在

经营种植业的合作社中，种植作物以玉米、小麦、水稻和大豆为主。

(7)种植结构 Planting structure

种类 species
面积（亩）Area (mu)

均值（Mean）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玉米 corn 11210.8 50 170565

小麦 wheat 2877.1 30 56280

水稻 Rice 1505.3 22 41000

大豆 Soybeans 952.0 20 25000

表2  种植种类与面积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planting species and area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most cooperatives are mainly planting and only
14 cooperatives are involved in breeding. In farming cooperatives, the crops are mainly
corn, wheat, rice and soybeans.



3 .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近期经营主体购机意向集中在耕整地机械、配套动力以及收获机械等农机设备。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ain operators' purchase intentions are concentrated on farming

machinery, land preparation machinery, supporting power, and harvesting machinery.

(1)农机种类需求分析 Analysis of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ypes

农机种类 Typ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频数Frequency

耕整地机械 Land preparation machinery 43

配套动力 Supporting power 40

收获机械 Harvesting machinery 37

播种/移栽机械 Seeding/transplanting machinery 33

植保机械 Plant protection machinery 31

饲料机械 Feed machinery 7

畜禽饲养机械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machinery 2

表4  农机种类需求情况表
Table 4 Demand for typ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合作社最希望调整市场上现存的农机
产品的价格；其次，合作社希望优化市场
上现存的农机的工作效率，用机械代替人
力、畜力，做到农业生产高效化；再者，
合作社希望简化农机产品操作程序，提高
机手操作效率；最后，针对售后服务方面，
部分合作社也希望农机企业在售后服务方
面能够有所改善。

(2)农机改进优先情况分析

3 .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价格 工作效率
操作便利程

度
售后服务

综合得分 2,6 2,53 2,24 2,06

2,6 2,53

2,24
2,06

0

0,5

1

1,5

2

2,5

3

图9  农机改进优先评分图



The cooperative most hopes to adjust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ducts that exist on the
market; secondly, the cooperative hopes to optimiz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at exists on the market, and replace manpower and
animal power with machinery to achieve effici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rther, the cooperative hopes
to simplify th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ced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or
operations; finally, for after-sales service, some
cooperatives also hope tha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mpanies can improve after-sales service.

(2) Analysis of priority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mprovement

3. Analysis of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ice Efficiency
Operation
difficulty

After-sales
service

overall ratings 2,6 2,53 2,24 2,06

2,6 2,53

2,2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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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农机改进优先评分图



3 .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Analysis of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3)影响农机购买的品牌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Br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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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ratings 4,84 4,04 3,51 3,46 2,0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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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影响农机购买的品牌因素优先评分图
Figure 10 Priority score chart of br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在品牌选购方面，信誉度是购买农机

的首要因素；其次，同业推荐是促进购买

农机的另一重要因素；价格与技术员的推

荐等因素紧随其后。通过调研得出，合作

社依然优先考虑品牌，倾向于依据品牌的

熟悉程度进行购买。

In terms of brand purchase, credibility is the
primary factor in purchas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condly, peer recommendation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actors such as price and technician's
recommendation are closely followed.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operatives still give priority to brands and
tend to make purchases based on brand familiarity.



3 .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4)影响合作社需求农机的因素分析

农机价格 合作社经营规模 农机种类
周围农机服务体系健全

程度
劳动力数量

综合得分 3,43 2,73 2,67 2,57 2,53

3,43

2,73 2,67 2,5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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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农机购买需求的因素是农机的价格，说明价格是合作社购买农机的首要

考虑因素之一。其余四项占比上下相差不大，同样说明合作社在购进农机时能够

考虑周全，选择更适合更匹配的农机。

图11  影响合作社需求农机的因素优先评分图



3. Analysis of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4)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 cooperatives

Price
Cooperative operating

scale
Types service system Number of labor

overall
ratings

3,43 2,73 2,67 2,57 2,53

3,43

2,73 2,67 2,57 2,53

0
0,5

1
1,5

2
2,5

3
3,5

4

The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purchase demand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s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dicating that price is one of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for cooperatives to
purcha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proportions of the remaining four items are not much
different, which also shows that cooperatives can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when purchas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choose more suitable and match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igure 11 Priority score chart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f cooperatives



大多数合作社维修工人员充足，不需要额外聘请。但依旧有1/3的合作社需要
额外聘请少量维修工。同时，近40%的合作社机手人数充足，但超过60%的合作社
需要大量聘请机手。

4.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Analysis of talent demand

(1)机手与维修工人数分析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operators and maintenance workers

图13 现缺维修工人数统计图
Figure 13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maintenance workers currently lacking

图14  现缺机手人数统计图
Figure 14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currently lacking a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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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workers in most cooperatives are adequate and do not need to be hired.
However, 1/3 of cooperatives still need to hire a small number of maintenance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nearly 40% of cooperatives have sufficient crews, but more than 60% of cooperatives
need to hire a large number of crews.



4 .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2)培训内容与形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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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维修养护与技术应用仍旧是培训的重点，过半数的合作社希望获得农
机维修方面的知识。调查还发现，1/4的合作社希望学习农机构造原理相关知识，
为更好地使用农机设备。还有绝大多数合作社希望通过现场示范的方式开展相
关培训，同时其它形式的培训也有需求。

图15  培训内容统计图 图16   培训形式统计图



4. Analysis of talent demand

(2) Analysis of training content an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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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intenance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are still the focus of
training,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operatives hope to gain knowledg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intenance.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1/4 of cooperatives hope to learn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u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vast majority of cooperatives hope to carry out relevant
training through on-site demonstr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training are also in demand.

Figure 15 Statistics of training content Figure 16 Statistics of training forms



合作社面临的问题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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