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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跟不上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农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根基面

临严重侵蚀，农产品价格和农业产业组织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日趋突出，农业在生态和社会上不可持

续的问题迅速加剧，以及农业创新要素进入和创新能力成长的难度较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走出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等同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政府工作部署裁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轻视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驱

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速战速决等误区。科学选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即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 ; 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

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 培育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 引导涉农平

台经济有序发展并发挥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领航作用 ; 全面深化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 ; 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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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1 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

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要求，“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着力加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

有效供给”。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农业供给侧的聚焦和升华。因此，探讨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

( 一)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跟不上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对中

高端需求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日趋紧迫

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呈现优质化、个性化和多

样化的趋势，品质消费、品牌消费、安全消费、绿色消费、体验消费等日益成为农产品消费需求新

1



的重要增长点 ; 甚至满足居民对农耕文化、农业科教和生态价值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创新供

给追求的“新常态”。这些优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农业需求，特别是新型需求往往属于中高

端需求。但是，现有的农业供给体系在总体上缺乏对这些中高端需求的动态适应与反应能力，

农业供给结构( 产业结构) 的调整升级往往明显慢于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步伐。农业供应链的

片断化、分割化，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容易导致农业价值链低端化的“固化”现象，

加剧农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困难。可见，通过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增强农业

创新供给激发新需求的能力，其重要性正在迅速凸显。顺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对农业中高端需求的动态适应、引导甚至创造能力，越来越成为

拓展农业市场空间，提升农业价值链的“时代要求”。
( 二) 农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根基面临严重侵蚀，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效益

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成本迅速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在总体上呈现下跌

趋势，以及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多数农产品国内价格上涨的难度加大。两方面因素

的综合作用，导致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困难明显增加，部分年份、部分农产品生产甚至面临绝对

亏损的窘境，严重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2009—2014 年，三种粮食每 50 公斤

主产品平均出售价格由 91．32 元提高到 124．38 元，增加了 36．2%，但每亩净利润反而由 192．35
元下降到 124．78 元，下降了 35．1%，成本利润率由 32．0%下降到 11．7%。同期，棉花每 50 公斤

主产品平均出售价格由 664．70 元略增到 666．39 元，每亩净利润却由 308．59 元下降到－686．44
元，且连续两年为负( 2013 年为－214．98 元) ，成本利润率由 27．3%降为－30．1%。在此期间，大

豆每 50 公斤主产品平均出售价格由 184．17 元上升到 219．41 元，增加了 19．1%，但每亩净利润

却由 107．52 元下降到－25．73 元，成本利润率由 28．4%下降到－3．9%。
由于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周期性特点，个别年份、个别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益为负，可能有其

客观原因，不必过分担心。但如果在同一年份大多数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效益为负，则不能不引

起警觉。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编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2015》列入 15 种主要农产品的

成本收益。2009—2014 年，除苹果和甜菜每亩净收益分别提高 18．3%和 22．3%外，其余 13 种

农产品净利润都有所下降，15 种农产品的成本利润率均出现下降。2014 年，大豆、油菜籽、棉

花、烤烟、甘蔗、桑蚕茧、生猪等农产品每亩 ( 头 ) 净利润为负，油菜籽和散养生猪连续 3 年净利

润为负，棉花、烤烟、桑蚕茧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大中城市蔬菜的每亩净利润变化不大，2009
年和 2014 年分别为 2087．83 元和 2069．78 元，但 2014 年的成本利润率 ( 50．1% ) 却较 2009 年

下降了 40．3 个百分点。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柿子、柑橘、竹子和蔬菜等农产品因市场价格过

低，采摘成本高，农民不愿采摘已经不是新鲜事。类似现象正在向夏秋茶等更多的农产品蔓延。
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生产将“春光不在”，农业的资源竞争力难免受到侵蚀，农业部分

产业出现萎缩乃至消 失 也“在 所 难 免”，发 展 现 代 农 业、增 加 农 民 收 入 的“愿 景”也 将 转 化 为

“风景”。
( 三) 农产品价格和农业产业组织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更为

关键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迅速发展，增强农业

国际竞争力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必修课”。但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迅

速突出，主要表现为两点 :

一是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滞后，多数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长

期高于国际价格，导致农产品过度进口问题日益加重，加剧了农业低端供给、无效供给和资源错

配问题。按照加入 WTO 的承诺，我国对稻谷、小麦、玉米等三大主粮和棉花、糖料实行关税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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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其它粮食产品和植物油、油籽及肉奶产品实行单一关税管理。目前，我国水稻、小麦国

内价已超过配额内进口税后价，但尚未超过配额外进口税后价 ; 玉米国内价在特定时段已高于

配额外进口税后价 ; 糖料等少数产品国内价高于配额外进口税后价已成常态 ; 其它粮食产品和

植物油、油籽及肉奶产品的国内价已高于进口税后价［1］。以 2016 年 7 月为例，配额内 1%关税

下国际大米、小麦、玉米到岸税后价分别低于国内价格 16．5%、36．9%和 16．0%，食糖到岸税后

价低于 国 内 价 格 13． 9%，大 豆、油 菜 籽 到 岸 税 后 价 分 别 低 于 国 内 对 应 产 品 价 格 17． 9% 和

18．7%。① 在粮食连续 12 年增产的背景下，粮食进口量和库存量同时增加，“洋粮入市，国粮入

库”现象大量发生，就是对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典型阐释。大多数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

价格，且持续时间较长，则是近年来农产品大量过度进口的直接原因之一。按照倪洪兴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产品过剩和卖难问题与进口过度密切相关，导致进口过度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业基

础竞争力先天不足［2］。

二是近年来国外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农业产业链步伐加快，依托其在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

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网络、市场营销甚至网络平台等优势，呈现向农产品或农资批发市场、现

代营销体系、农业金融等农业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种业等农业战略性环节、关键性领域加快

“走进来”的趋势。这种跨国公司对我国农业产业链的“走进来”，虽然其积极效应值得肯定，但

由于其越来越多地呈现网络化和产业链一体化的特征，容易形成对我国农业产业链和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的“控制效应”，加大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在产业链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的风险。相

比之下，在类似领域，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影响往往小得多。就总体而言，我国农

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悬殊。
( 四) 农业生态不可持续、社会不可持续的问题迅速加剧，转变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完善农业

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机制更加重要

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不可持续问题迅速加剧，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如叶兴庆［3］认

为，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能透支，相当一部分农业产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

的，是不健康、不可持续的产能，包括以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现代投入品、严重超采地下水、侵占

湿地、水土严重流失、利用污染土壤和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为代价换取的产能。农业部等八部委

联合发布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 2015—2030 ) 》也提出，“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投入

品过量使用、地下水超采以及农业内外源污染相互叠加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可

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传统农业的资源利用方式引发的。对

农业的生态环境价值缺乏有效的社会评估和重视，加剧了农业资源低效利用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社会不可持续问题迅速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低收

入农户、部分农产品主产区以农为主的普通农户和贫困地区的农户实现农业增收难度增大 ; 尤

其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下行，可能导致农户来自于农业的经营净收入出现下降，加大农产品主产

区农民减收的风险。第二，随着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推进，粮食特别是

玉米价格下行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增加了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发展粮食规模经营的风险，甚至

导致其入不敷出的问题呈现扩散化、严重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将会陷入“留在农业可怜( 赔本问题日趋严重 ) ，逃离农业可惜 ( 投入大量沉没成本 ) ”的尴尬境

地，要发挥其对普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示范带动作用，难度也将明显增大。农

业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人力资本不足，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缺乏稳定

性等。此外，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机制不健全，农业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薄弱，在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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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发布的《2016 年 7 月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相关资

料整理，见农业部网站“监测预警”栏目。



业链、产业体系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联结缺乏稳定性，也是重要原因。
( 五) 农业创新要素进入和创新能力成长的难度较大，推进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建设的制度

创新任重道远

近年来，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建设积极推进，对促进农业资源和要素流动及优化配置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就总体而言，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建设的制度创新滞后，流转机制不健全，仍是

阻碍农业资源和要素流动，影响其优化配置的突出问题，成为农业要素结构进而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面临的突出障碍。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滞后，土地流转市场区域分割和缺乏规范

化、制度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加之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转型滞后，延缓了农村土

地流转的进程和小规模兼业农户的分化，妨碍了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

长 ; 也助长了农村土地撂荒和农业经营副业化现象，加大了普通农户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的困难。部分地区通过行政推动、拔苗助长的方式，鼓励工商资本大面积连片流转农地，带

动农地流转价格快速上涨，加剧了农产品成本提高、效益下降问题，助长了农地“非农化”“非粮

化”行为。尤其是在当前，在粮价和部分种植业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由此带来的农

地资产价格泡沫化现象及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的损害值得高度警惕。农村土地

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滞后，也加剧了农村土地资源的低效

利用甚至闲置浪费问题。
农村科技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创新滞后，也加大了科技、人才甚至

社会资本和资金进入农业的困难。涉农科技体制改革滞后，涉农科技供给和农业科技需求之间

缺少有效的对接机制，导致科技等现代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增强农业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城乡协调、统一高效的农村人才市场发育不足，

不仅影响农村现有人才的开发利用，还加大了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才等进入农业的障碍，制约

农业结构升级和质量效益的提升。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创新滞后，特别是有利于新型经

营主体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发育的环境和服务平台建设滞后，成为影响农业向价值链高

端攀升、加剧农业资源要素低效配置的重要原因。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滞后，市场化融资机制发

育不全，不仅加剧了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的发育。农业创新能力提升不足，通过影响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的提升，进一步

加剧了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上述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供给侧的，都属于结构性的。究其根源，都属于体制机制问题，需

要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近年来，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

显，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走出若干误区

( 一) 走出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等同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区，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的高度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鉴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矛盾转为结构性矛盾，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重在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但如果简单地将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划等号，甚至将用行政方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当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

有很大局限的。农业结构调整有适应性调整和战略性调整之别。如果把结构调整比作揉面，那

么，适应性调整的典型特征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属于事后调整和短期调整。农业结

构适应性调整的主战场虽然在供给侧，但由于难以触及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属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主要着眼于需求 ( 结构 ) 的动态变化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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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属超前性调整和长期性调整，需要以体制机制改革

为动力、为依托。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农业供给结构 ( 产业结构 ) 的调整切实做到瞻前

( 需求结构) 顾后( 要素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 ，这才是真正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准

确地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农业结构调整，但农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不属于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宜将二者混为一谈。
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就已经提

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

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

调整”。并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作为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 ( 2001—2005 年 )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1998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

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199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提出，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1998 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2000 年 1 月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

整。2001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00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

见》( 中发［2000］3 号) 明确提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不仅是解决当前农

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困难的客观要求，更是提高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

效益的有效途径”。其中关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相关表述，在有些方面已基本逼近当前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精神。时至今日，经历了 3 个五年计划 ( 规划 ) 期，但就总体而

言，我国农业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复杂化、严重化。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农业结构适应性调整的轨道上却越走越远。可见，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或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其难度应有

充分的估计和重视。要从历史的视角加强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经验教训的研究，避免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调整重复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昨天的故事”。
( 二) 走出以政府工作部署裁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区，从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的

高度科学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今年以来，为切实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和决

策行动。但这些政府工作部署和决策行动往往只是政府特定部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抓手，并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唯一路径，甚至难言主要路径。如果把这些政府工

作部署或决策行动简单等同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抑或据此裁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内容，则往往有失偏颇。这些工作部署和决策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如果违背了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理念，则很难称得上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以往经验来看，由于方式方法不当，

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决策行动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异化，“穿新鞋走老路”“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并不鲜见。比如不重视产业生态和体制机制建设，主要采取下指标、定任务、高补贴和运动化的

方式来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搞新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容易形成新的无效供给、低端供给和资

源浪费问题，与真正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距甚远。
有些政府部门结合自身工作选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本是无可厚非的。但

如果忽视部门立场，将相关工作部署的适用性任意放大，则会严重束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选择空间。如从有关部门工作出发，提出以扶持大学生返乡创业为重点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是

值得肯定的 ; 但如果认为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只应将重点放在扶持大学生返乡创业上，则有

“捡到芝麻，丢了西瓜”之嫌。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扶持大学生返乡创业固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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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类农业服务主体、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甚至工商资本则是更为重要

而广大的力量。顾此失彼往往得不偿失。又如支持农业发展是政府农村政策的重要方向 ; 但如

果把单纯的农业发展问题当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则实际上犯了“偷梁换柱”的错误。
当前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旨在解决现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

贴政策带来的问题。但实行现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也是政府支持农业发展

的重要方式，将其归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则明显不妥。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实践中，有人将相关概念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并用于学术或工作研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

对应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的行动结果往往有明显差别。指望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企望对应

广义概念的行动像对应狭义概念的行动那样取得良好效果，属于难以实现的“贪念”，在实施政

府的工作部署或决策行动时切忌 !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政府坚持“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的主动

选择。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发展理念居于先导地位，发挥“管全局、管根本、
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判断一项行动是否是真正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看其发展

方向和发展结果是否符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理念。从发展理念上看，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减少农业供给侧资源错配和无

效、低端供给问题，扩大农业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冠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定行动，如果不符合这种理

念，很难说是真正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 走出轻视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驱动的误区，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培育创新驱动能力

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支柱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贵在改革。如果轻视深化改革和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就无从谈起，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就缺乏持续有效的动

力支撑。有人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念好“三字经”，即“调———调整农业生产 ( 产品 )

结构，提———农业生产提档升级，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简单、直观地理解，这是没有

问题的 ; 但如果不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依托，这“三字经”无论怎么念，都可能形成新的无效

供给和低端供给问题，离真正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很大距离。
与此同时，如果轻视培育创新驱动能力的重要性，人才、科技、资本等高级或专业化的生产

要素就难以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农业

价值链，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低层次、平面化地拓展农业供给侧行动的主战场，

固然有利于在短期内拓展农业发展和资源利用的空间，但很容易带来新的资源错配和无效供给

问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农业领域的水平式结构性拓展，而是农业领域水

平式结构性拓展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创新驱动能力融合互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将培育创新

驱动能力贯彻始终。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和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影响资源有

效配置的政策和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更好地由

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其途径在于通过促进农业产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和产权、要素市场的发

育，将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培育农业经

营主体的企业家精神，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导航作用，增

强农业的创新驱动能力。借此，一方面，优化农业的需求瞄准机制，增强农业供给体系适应需

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的能力 ; 另一方面，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进入农业，促进农业

资源和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农业产业结构 ( 供给结构 ) 优化升级，以及提升我国农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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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动能。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以深化改革和推进制度创新为着力点，以

增强创新驱动能力为落脚点，坚持“双轮驱动”，真正把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贯穿于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程之中。
( 四) 走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速战速决的误区，积极审慎地规划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当前，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很大程度上源自农业发展面临

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寓示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但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往往需要在明确方向的前提下，积极审慎地推进，在战略上

“打持久战”。任何急于求成、希望“立竿见影”的倾向，对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

能是无补甚至有害的。如长期实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导致粮食等主要

农产品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直接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近年来，我国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粮食库存屡创历史新高与此密切相关。但解决这一问题，远非取消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农产

品临时收储制度那么简单。政府如果以发挥市场对粮食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由，企图当

“甩手掌柜”，“速战速决”取消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很可能导致市场粮价过快下

跌，挫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加剧粮食产能的破坏。1985 年、1998 年前后，面

临严重的卖粮难问题，政府力推农业结构调整，导致 1985 年之后经历了连续 4 年的粮食产量减

少或徘徊，1998 年之后连续 5 年的粮食减产。从历史经验看，粮食产能一旦遭遇破坏，要恢复

起来往往困难重重。因此，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注意根据不同类型粮食产品在粮食安全中的

相对重要性，“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科学把握好推进改革的火候、力度和节奏。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使市场在农业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这句话谁都会说，但要在实践中

真正做好，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胆识。比如，如何通过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促

进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生产之间、不同类型经营主体之间、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服务主体之间、农

业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激励机制的动态协调? 如何通过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完善创新资源、创新要素进入农业的激励机制，补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

设的短板? 如何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经营体系? 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统筹兼顾，综合权衡，科学拿捏好分寸，将“在战略

上坚持持久战”与“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有机结合起来。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在很大

程度上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 但如果指望在较短时

期较大范围内，让为数众多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全部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形成对粮食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负面影响也值得警惕。操之过急，很可能得不偿失。

三、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许多内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之前就已经引起关

注。比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问题，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问题，

甚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但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以往改革措施的简单集

成或加总，更非“穿新鞋走老路”或“新瓶装旧酒”。较之于以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注意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认为农业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更多地把改善供给

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作为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主攻方向，力求促进我国农业供给

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农产品及农业多功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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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为此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按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除了继续深化对现有

政策议题的研究外，一些新的政策议题的重要性也会迅速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进入农业政策讨

论的视野。基于前瞻意识和创新思维，按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要求，综合来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

2004 年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对于促进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实施时间的延续，其负面影响也迅速凸

显出来，最突出的影响是扭曲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妨碍了市场定价作用的发挥，容易形成政

府定价( 最低收购价或临时收储价格 ) 左右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误导农民生产的现象。当前我

国主要农产品结构性、阶段性供给过剩和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特别是优质化、特色化、品

牌化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有很大关系。因此，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应该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修

课”。基于不同类型农产品供求关系、价格变化特点和产品特性的差异，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应该坚持“市 场 定 价、价 补 分 离”和“分 品 种 施 策、渐 进 式 推 进、强 化 弹 性 调 控”的 方 向。以

2015 年为例，来自于种植业的经营净收入仅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1．2%。主要依靠农产

品价格支持政策保障农民增收，越来越容易产生“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并容易加剧农产品价格

的扭曲，误导农业的资源配置。因此，要按照“市 场 定 价、价 补 分 离”的 方 向 和 WTO 规 则 的 要

求，统筹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农业补贴政策的转型，将完善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长效机制和健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谨慎积极地加强对市场化收购、目

标价格补贴、目标价格保险、目标价格贷款等适用性和实施效果的前瞻性、跟踪性研究，并掌握

好推进的条件、时机和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还应同实施“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结合起来，注意分品种施策。防止简单效仿大豆和棉花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玉米实

行“市场化收购+补贴”的做法，导致主要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生产能力增强受到破坏。完善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策，还应加强对相关历史经验的研究，避免简单重复“昨天的

故事”。
( 二) 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国内外经验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

经营走上转型升级轨道，还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对于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增

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也有重要意义。因此，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是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和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的推进，不仅导致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需求更加强烈，还导致农业

生产性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日趋紧迫。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实现优质高效发展，不仅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之道，还会通过增进农业生产

性服务供给的及时性促进其节本增效，更好地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
( 三)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类农业服务主体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

结合深化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促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引导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社区亲和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适度优先发展，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本土根植性和示范带动普通农户转型提升的能

力。结合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成长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

农业服务主体转型，激发供销社、邮政电信、金融部门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优质高效地提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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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性服务的能力 ; 创新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支持政策，鼓励其增强对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整合集成、系统供给和优化提升能力。通过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形成“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各类农业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激发传统农业服务主体的发展潜能与带动普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有机结合

起来，将完善农业产业链、打造农业供应链、提升农业价值链有机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农业产

业链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打造从餐桌到田间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促进农业发展从生产导向

向消费导向的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
( 四) 引导涉农平台经济有序发展并发挥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领航作用

平台经济以平台型企业为主导，通过提供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整合资源，吸引关

联各方参与并组成新的经济生态系统 ; 通过发挥服务中介和服务支持作用，促成关联各方之间

的交易和信息交换，形成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增值能力。这些平台经济往往具有双边市场性、集

聚辐射性、共赢增值性和快速成长性等特点，在增强产业创新驱动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重构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进经济服务化、服务信息化和产业化，增强引导需求和创造需求的能

力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带动力量。面向农业产

业链、供应链的平台型企业往往三管齐下 : 一是构建从餐桌到田间的产品需求信息流和标准体

系，引导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参与者的生产者行为，培育消费导向的农业发展方式 ; 二是有效整

合科技、金融、物流、营销网络和政策资源，形成覆盖全程的要素流动和服务供给引导机制，带动

优质资源和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加快进入农业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同环节

的协同性 ; 三是推进以平台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态治理模式和节本增效降险保障机制，形成

覆盖全程、链接高效的产业链或价值链治理模式［5］。通过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有利于平

台经济有序高效发展的政策环境，更好地发挥其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领航作用，越来越

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
( 五) 全面深化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只是“台前”，促进农业要素结

构的转型升级和涉农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才是“幕后”的根本，为此必须深化相关产权和要

素市场改革。刘世锦［6］认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要通

过深化涉农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引导土地、资金、科技、劳动力、知识产权等优化配置，引导新

型职业农民和涉农企业家阶层成长壮大，为增强农业的创新驱动能力提供强劲支撑。深化涉农

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应日益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
( 六)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以制度创

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通过农业与农村二三产业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产业跨界融合、要

素跨界流动和资源跨界集约配置，实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利于整合资源、集成要素、
拓展和提升农业中高端市场，推进农业完善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促进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应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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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ts on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Ｒeform of Agriculture
JIANG Changyun，DU Zhixiong

As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elevation cannot keep pace with the rural － urban consumption structure
elevation，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being seriously eroded，
the problems of the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in agri－products price and agri－business organization are
getting worse，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t the level of ecology and society is becom-
ing obvious，and the agricultural innovative elements entry and innovative ability growth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hence the ever－increasing urgency and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motion． Such a promotion must be preceded by correcting the misconceptions such
as equaling the simple readjustment of agriculture structure with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dis-
count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th government workload assignment，ignoring the
system mechan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motivation，and calling for a speed victory of agricultural sup-
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hoose a starting－point of pushing the agri-
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 propelling the formation of agri－products price mechanism an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pushing the market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socialization，
size－formation，specialization and brand－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cultivating a mod-
ern agri －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with speci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llaboration， mutual
advantage complement and high－efficient linking，and guiding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agri－plat-
form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reform，and still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e－concerned right and key ingredient market，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of rural areas．

On the Self－Old－Age Support and its Limitations in Post－Ｒural China: After－Thoughts on the
Case of Village T in East Anhui Province
LU Yilong

China in its post－rural period is faced with a serious problem of double－aging of both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vacant－nest family and vacant－nest society caused by the out-
pouring of vigorous labor force，the family－based old－age support has evolved into self－ support． The
rural old － age self － support is formed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custom， system
constraining，social pressure and situation practice construction． Such a self－support system is of posi-
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burden relaxation on the part of rural families，society and the state，but，jud-
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rationalism and old－age support culture，such a self－support sys-
tem is not at all an ideal rural old－age self－support，and is a manifestation of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in-
volving rural old－age support． Its limitations mainly are: the acceptance of an unjust reality as a social
setup hind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justice system and kindness－based old－age support culture． To im-
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keys are the powers of system setup and culture influence． The rural old
－age guarantee system based on justice principle and the seniority respect culture of the rural society
should be both establish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old－age guarantee and graying people care cul-
ture，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and coordination role so that the aged can lead a respected，
dignified life．

‘New Able Villagers’: Connotation，Effect and Bias to Evade
HU Penghui，GAO Jibo

In the raging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the concept of‘New Able Villagers’( ‘New Xiangx-
ian’) was put forward and has initiated a lot of discussions． After review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this
paper stresses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being in countryside’，assets，knowledge and morali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background，‘New Able Villager’is defined as a person who has assets，kn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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