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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鑫农业概述 

1 

5 

2 

管理团队 

组成介绍 

公司架构 

4 主要理念 

3 组织架构 



1 创始人介绍 

68年12月出生，内蒙古锡林浩特人，

营养学硕士，副教授，毕业于中国

医科大学，2010年创办安鑫农业，

目前安鑫农业模式已经被北京市、

大兴区作为农业企业先进管理模式

进行推广。 

董事长、创始人—哈斯巴干 



1 管理团队及顾问团队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在国家级媒体任职多年，

2014年加盟安鑫农业，目前任安鑫农业党总支书记、工

会主席，兼任安鑫田园管理公司总经理。 

党总支书记—陈立民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大型国企担任多年高管，

加盟安鑫农业以来，在企业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植入

了很多先进的国企经营理念。 

执行董事、总经理、CEO—白向阳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系，研究生学历，拥有20年企

业财务总监、财务副总裁任职经历，2013年加盟安鑫农

业。 

财务总监、CFO—于志勇 



1 管理团队及顾问团队 

研究生学历，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多年，

长期从事军事管理工作，把部队正规化管理植入现代农

业。 

副总裁、HR—栗瑞先 

本科学历，曾在万达集团任职多年，长期从事市场营销

策划管理工作，将新媒体应用引入到现代农业。 

营销总监、CSO —孙慧艳 



1 管理团队及顾问团队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

科学院、九三学社、内蒙古农业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等机构的多名专家学者签约为安

鑫农业专职顾问，在安鑫农业发展历程中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顾问团队 



2 公司架构 

安鑫农业集团 

哈斯农场 

内蒙古养殖基
地（牛羊） 

北京养殖基地
（猪鸡） 

北京育苗基地 

北京种植基地
（蔬菜、水果） 

安鑫养老 

安定养生农舍 

安鑫合作社 

兴安营蔬菜产
销合作社 

杜庄屯 

安鑫营销中心 

市内连锁店 

区内连锁店 

河北连锁店 

安鑫宅配 

安鑫餐饮 

元食圃乡村食
堂 

元食圃体验餐
厅 

安鑫净菜 

安定加工厂 

安鑫休闲农业 

稻香湖休闲区 

星明湖休闲区 

安鑫三农商学院 



3 组织架构 

股东大会 

董事会 

顾问委员会 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营销 

总监 

互联网
中心负
责人 

副总经理 

财务 

总监 

法务 

总监 

副总经理 

行政 

总监 

人力 

资源 

总监 

餐饮 

事业部
负责人 

副总经理 

生产 

总监 

种养 

中心 

负责人 

副总经理 

休闲 

中心 

负责人 

养老 

中心 

负责人 



4 主要理念 

安鑫农业集团 

哈斯农场 

种养结合 

闭环模式 

 

精品培育 

引领模式 

 

城乡联动 

帮扶模式 

安鑫养老 

互助养老 

自主养老 

休闲养老 

农耕养老 

田园养老 

安鑫合作社 

资源互补 

价格保护 

村镇带动 

区域提升 

安鑫营销中
心 

互联网营销 

集客式营销 

金字塔营销 

圈层营销 

体验营销 

团体营销 

垂直营销 

动态营销 

整合营销 

 

安鑫餐饮 

自助自主消费 

先尝后买 

家宴 

朋友圈聚会 

安鑫净菜 

节能环保 

防伪溯源 

 

为宅人服务 

为忙人偷闲 

为消费者保
障食品安全 

 

安鑫休闲农
业 

亲近自然 

品味天然 

感悟超然 



5 组成介绍 

公司简述 

北京安鑫农业（集团）公司成立于
2010年，是致力于发展我国有机生
态农牧业，集种植养殖、农品深加
工、休闲旅游、健康养生、新型农
民职业教育为一体的现代企业集团。 

2015年实现蔬菜销售收入5438万元，
畜牧业收入17032万元，利润总额
1600万元。 
 

种植养殖 

北京安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哈斯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营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星海园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 

生产销售 

北京安鑫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鑫农业无毒无菌蔬菜加工厂 

安心好食材供销社 

社区门店体验餐厅 

生活消费者合作社 

京津冀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基地 

暨安鑫三农商学院 

公司员工240人，其中本科生41人，研
究生6人、博士2人。 

人才队伍 



5.1 安鑫农业种养概况 

安鑫农业目前在北京拥有土
地2018亩，6大园区，拥有
现代化智能温室1栋，高标准
太阳能温室149间，有专业种
植区、养殖区、乡村动物园、
都市草原等。并在内蒙古锡
林郭勒盟拥有10.7万亩草原
牧场。 



5.2 安鑫农业养殖 

养殖规模 

长期存栏红山鼻祖黑猪
3200头，奶牛210头，
黑头羊6300只，北京油
鸡64000只。 



5.3 安鑫种养实景 



5.4 安鑫商城 



第二章 

创建新型农民培养基地 

落实人才强农战略 



2 三农商学院创立目的 

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我国已经进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必须大力实
施人才强农战略，不断夯实现代农
业发展的人才基础。 



2 三农商学院创立目的 

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安鑫农业

作为龙头企业，积极实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创建了“京津冀新型职

业农民培养基地暨安鑫三农商学院”，

旨在培养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与经

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推动京津

冀蒙地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2 三农商学院创立的必要性 

中央对农村实用人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深入推进，确保落地见效。 
全面建成农村小康社会任务艰巨，对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挑战巨大，迫切需要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支撑
作用。 

农村实用人才工作自身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加快予以解决。 



2 三农商学院师资及教学 

教学地点: 
设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的安鑫农业高科技
产业园区 
 
特色教育: 
进行富有特色的农民教育培训； 
推行了“村庄是教室、村官是教师、现场是
教材”的培训模式 
 
教师队伍: 
具有一批高素质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安鑫农业自身培养的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诸多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教师
作为商学院的顾问； 
致力于组建师资库，提供优质师资师源 
 



2 教育培训对象 

种养两业农民，种养大户，家

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返乡

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

大学生村官，农民企业负责人等。 

服务京津冀地区，面向全国各

地，将教育培训的范围扩展至全

国各地，努力成为全国性的职业

农民教育培训基地 



2 教育培训内容 

科学素养、 

 

创新精神、  

 

经营能力 

 

现代农业
企业经营
管理 

惠农政策的解读与分析 

农业金融，农业保险 
电子商务，涉农手机应用
服务，大数据、物联网等 

现代种养技术，农产品加工 

农业休闲旅游，生态旅游 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培训 



2 教育培训课程表 

安鑫三农商学院课程表 
一、农业生产与加工技术类 

农产品安全知识培训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果树嫁接技术培训班 瓜果类培训班 
养鸡技术速成班 蔬菜培训班 
养鸭技术速成班 养猪技术速成班 
动物防疫知识技能培训班 畜牧疾病检测技术培训班 
农产品保鲜、包装技术培训班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培训班 
畜产品科学分割培训班 肉制品加工技术培训班 

二、农产品销售与电子商务类 
农产品电子商务培训班 农产品基地——社区直销培训班 
营销经理培训班 农产品经纪人培训班 

三、农业企业管理类 
农产品品牌建设培训班 农业专业合作社运营管理培训班 
基地标准化建设、质量认证培训班 基地智慧农业管理应用培训班 
家庭农场主培训班 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四、农业创业类 
农民创业培训班 都市农业（农庄）培训班 
新农村休闲项目开发培训班 农家乐与民宿管理培训班 
网商创业培训班 微商创业培训班 

五、新农村建设类 
农村信息员培训班 农村、农业用电安全培训班 
美丽乡村建设培训班 电子商务进万村知识培训班 
农民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一村一品”项目培训班 

安鑫农业 

生产 

加工类 

电子商务 

销售类 

农业企业
管理类 

创业类 

新农村建
设 



2 教育培训方式 

1. 送教下乡、教师进村； 
2. “农忙时节搞生产、农闲时节进课堂、

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弹性学制； 
3. 推进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为

农民提供短平快的农业信息化培训指导 
4. 实施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农业科研杰出人
才基层行等“扶智”行动； 

5. 采取“调出来提升、派进去指导、本地
化培养”等方式 

机动、灵活、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2 教育培训结果 

1. 一部分留用，经过考试和思想工作，留下

一部分人加以二次培养，以现代学徒办法加

以二次培养，最终成为合伙人。 

2. 一部分人合作，共同开发当地农场，共享

品牌。 

3. 一部分人孵化后成为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4. 让一部分成为师资力量，让更多的人受益。 

教育培训结果 



第三章 
中商安鑫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商业模式 



3 中商安鑫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商业模式 

2016年8月，安鑫农业与隶属于国资

委的司局级事业单位—中国商业网点建

设开发中心深度合作，共同组建中商安

鑫农业发展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 

建设中商安鑫供应链基地，为助推特

色产业经济发展、开辟区域经济新增长

极注入永续动力。 

致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互

联网+流通国家战略实施，助力中国经济

创新发展，全面推动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业务。 



3 中商安鑫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商业模式 

中商
安鑫 

社区
店 

地标
商城 

中商安鑫计划2017年底前在北京

建立社区示范店500家，2018年建

立2000家。社区示范店以社区消费

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客群，集聚国内

名优产品、地标产品等，通过地面直

销和智能终端，向消费者提供可追本

溯源、安全优质、直供直销的产品，

并结合中商安鑫商超采购网、APP、

智能终端机等，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满足健康生活需求。 



3 中商安鑫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商业模式 

依托中商安鑫众多社区服务平台

及中商的渠道资源和安鑫的客户资源，

我们将为大兴区乃至京津冀地区优质

农产品高于市场价收购，包销优质农

产品，从而有效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

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区域农村经济发展。 

强化农产品销售  保护农民利益 



3 中商安鑫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商业模式 

 

人才需求计划 

每个店铺正常配套六人，2017年大
约店铺需要3000人，2018年需要
12000人。到2020年，农产品销售
人员大约需要50000人。 



第四章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助推区域经济 



4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安鑫农业着力打造集观光、旅游、田

园生活体验、养生养老于一体的休闲农

业园区，并整合北京周边旅游资源，拓

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休闲、

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大力

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

新业态。 



4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吸引

更多的城市居民到安定镇来旅游、度假、

消费，带动市民下乡，集聚人气，推动

安定地区民俗旅游、乡村旅游更好地发

展。 

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

区变成景区、田园变成公园、民房变成

客房、劳动变成运动、产品变成商品，

促进安定地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4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人才需求 



为落实食品安全标准，强化源头治理，

让首都市民吃上放心菜、安全肉，我们

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加快建立外埠基

地。在内蒙古赤峰市政府及喀喇沁旗旗

委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安鑫农业已在

赤峰郊区建设农业园区及各类专业合作

社，占地3800亩。主要种植蔬菜、杂粮

及建设年出栏4万头红山鼻祖黑猪养殖场、

600头奶牛养殖场的外埠养殖基地。 

以农业园区为依托，开展外埠乡村旅

游、田园养老、5+1家庭农场，打造农场

直供生活圈。 

5 建立外埠基地  服务首都市场 



5 建立外埠基地  服务首都市场 

            人才需求计划 

0 

1 

2 

3 

4 

5 

6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图表标题 

系列 1 系列 2 系列 3 



第六章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  
减少秸秆焚烧带来

的环境污染 



6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  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近年来畜禽养殖业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2011年北京市规模化

养殖场产生的畜禽粪便为900×104t，废水排

放量达3000×104t/a。 

每年的庄稼秸杆处置已成难题，农民已经

不再用它来烧水作饭了。在野地里焚烧秸

杆，不但易引起火灾，大气层污染，交通安

全受到影响，还可能引发种种不可想象的事

故。不经过高温处理的庄稼秸杆就地还田，

不但会严重影响当年的农业种植，还使得农

作的病虫害又回到大地的天然培养基中，对

来年的庄稼生产产生极大的危害。 



6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  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安鑫农业与中国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合作，
采用生物工程的堆肥方法处理社会的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城市
污泥、庄稼秸杆、杂草、木材厂废渣、糠醛渣、酒渣滓、人畜粪便等
等）。 

经过生物工程高温堆肥处理后的上述物料，其废液中的水份变成云
雾从空中进入地球生态系统；其中的固形物和其它固体废物一道变成
有机肥料的组成部分，用于农业，造富人类。整个处理过程没有臭
味，一切固体废物都能得到资源化的合理利用。废液达到零排放。 

生物堆肥工程技术是一种全新的工程方法。该发明创造已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发明专利，2011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6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  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本项目初期工程选址在大兴区

安定镇，后期以安定镇为中心向北

京周边扩展，通过建设移动粪肥场

和固定粪肥场结合的方式，就近集

中处理农作物秸秆和城市生活垃

圾。 



6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  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推广堆肥工程项目，可有效解决秸秆焚烧

等环境污染问题，减轻政府部门的环保压力。

排放的废水、废液、废料全部处理后，可减少

排污费200万元/年。采用有机肥以后，将与

国际接轨，蔬菜的市价将平均上升10-25%，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和生态建设将步入良性轨

道，当地将成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农业的效

益将由此而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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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 



第七章 

提高净菜供给能力 



7 提高净菜供给能力 

安鑫农业 

安鑫 

育苗 

安鑫 

净菜 

种植基地 

农户 

消费者 

为响应北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安

鑫农业净菜车间正在建设中。项目实施有

利于安定镇农业生产向产业化、现代化、

科学化、绿色无害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

全面提升果蔬产业的档次和质量，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

丰富市场供应；有利于安定镇现代农业和

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而带动当地经济

的振兴、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

加。 



7 提高净菜供给能力 

            人才需求计划 



第八章 

安鑫农业企业愿景 



2020 

1. 安鑫农业计划2020年上市。 

2. 在全国建立15家基地园区，主要区域设立特产储备

库。 

3. 完成布局全国范围内合作联社。 

4. 扩展国外基地，提升品牌形象，开拓国际市场。 



珍爱生命关注农村   

做社会主义新农人 

 



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一 帆 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