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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呈现的特点是: 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面临着巨大挑战。可以说，当前的挑

战不仅来自于现实的困难和问题，更在于新形势下已经不可能再以原有的发展方式来应对新的局

面。所以，这一年多来，大家都在讨论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1 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主线。在同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一次强调了这

个问题。2015 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以及随即发出的中共中央 2016 年一号

文件，都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什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 3 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在参加湖南团讨论时指出: “新形

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

并存。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总书记的这段话，揭示出了我国农业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以

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 不同农产品面临着阶段性供过于求与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

因此不能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也不能只从国内市场供求的视角对现有各类农产品进行生

产结构上的调整，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思考如何在总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

和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 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决定》中，第一次做出了我国粮食已经实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判断。虽然此后

的供求状况又发生过一些阶段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在持续稳步增长。特别是

2004 年到 2015 年，粮食的年产量从 8 614 亿斤增加到了 12 429 亿斤②，连续 12 年增产，年均增产

318 亿斤。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粮食的供给能力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国内的总需求，但突

出的问题是，有些粮食品种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加剧、而有些粮食品种却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供过于

求现象。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为过去的粮食产量连续 12 年增产感到自豪，因为这样的成就，中国历史上

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这个成就表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年产 1. 2 万亿斤粮食的能力。但我们

现在看到的问题是，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不仅仅是数量在增长，更是对品种、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于是就出现了有些品种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而有些品种却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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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正常需求的库存粮食品种，大多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结果。这里讲的不符合市场需求，不仅仅

是数量上的问题，更突出的是国际竞争力问题。有些品种国内是有需求的，但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

场，因此产得出来却卖不出去，市场被国外的同类品种或替代品夺走了，于是就只能进仓库。供不

应求的品种，最突出的就是大豆。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是世界

上大豆产量、出口量第一的国家。但现在我们的大豆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在世

界上的排名已经降到第四位，巴西、美国、阿根廷的大豆产量都比我们高，而我们大豆的进口量却已

经成为世界第一，2015 年全球出口大豆的三分之二是我国购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产出来了

却卖不出去、国内有需求的却生产不出来的情况? 原因当然很多，但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两个，一

个是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不足，一个是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这两个问题是

我国农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软肋，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二、为什么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生产结构一直在作调整。2015 年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比 1978 年

增加了 10. 8%，但粮食的播种面积从 1978 年的占 80. 3% 降到了 2015 年的只占 68. 1%，因此各类

农产品的供给才能极大地丰富起来。对农产品生产结构调整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市场也不是封闭的市场，有些产品必须考虑国际市场对国内

市场的影响。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在与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竞争中，存在两方面的薄弱环节，

一是有些产品的科技含量不足，单产低、效益差，农民不愿生产，市场就让给进口农产品了。二是有

些产品单产上来了，但成本高、价格不具竞争力，挡不住进口农产品，市场被人家夺走了。
第一个问题突出体现在大豆上。我记得大概是 2001 年，朱镕基总理到东北去考察回来，对于

粮食问题作了一段很长的批示。朱镕基总理讲，他年轻的时候唱《松花江上》这支歌，就知道东北

漫山遍野都是大豆高粱，但现在却到处都是美国大豆。朱总理提出大豆问题的那一年，我们进口大

豆刚超过 2 000 万吨，而 2015 年我们进口大豆是 8 123 万吨，比那时增加了三倍多。目前我国的大

豆需求量的 87%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口。
既然国内市场的大豆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我国的大豆产量却为什么不增反降呢? 我认为主要

是科技原因。1968 年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对农业是完全陌生的。但下了乡，各级领

导就反复对我们讲，把农业搞上去，主要就是把粮食单产搞上去。那时候就知道有一个《中国农业

发展纲要( 1956—1967) 》，是 1956 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当时提出的粮食单产目标

是白龙江以东、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要达到 400 斤①，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亩产要达到 500 斤，长

江以南地区亩产要达到 800 斤。所以各级领导都要求我们努力生产，争取使我们的粮食亩产上纲

要、过黄河、跨长江，就是要达到 400 斤、500 斤、800 斤。我在黑龙江兵团( 后来改为农垦) 整整 10
年，临走的时候玉米亩产有 350 斤，小麦有 300 斤就不错了。但是现在再回去看，已经超过“纲要”
提出的“跨长江”的目标了。就全国来说，2015 年的谷物平均亩产已经接近 800 斤了。但离当年制

定农业发展纲要已经过去整整 60 年了，唯独大豆这个品种至今也没能上“纲要”———亩产 260 斤。
2015 年全国大豆的亩产是 247 斤，历史最高水平是 2002 年的亩产 252 斤。大豆的亩产 60 年了还

没能上“纲要”，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含量不高，对大豆在育种、栽培技术等方面都存在科技

创新不足的问题，否则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全球大豆平均产量能达到 370 斤以上，而我国大豆亩产却

连 250 斤都难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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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努力使我国的大豆在单位面积产量上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的大豆就不会有国际

竞争力，农民也不会愿意种大豆。如 2015 年，国家对东北地区大豆制定的目标价格是每斤 2. 4 元，

亩产 250 斤，毛收入只有 600 元。但是同期国家对东北地区玉米临时收储价是每斤一元钱，亩产

1 000 斤毛收入就是 1 000 元。在这样的比价之下，农民当然会选择种玉米。结果就是大豆的种植

越来越少，进口量不断增加; 而玉米已经过剩了，却还在不断增长，于是库里就存放了超过一年的玉

米产量。要化解这个矛盾，就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力度。大豆单产

的效益就上不去，农民就不愿种，就只能把国内的大豆市场让给进口大豆。
第二个问题则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现在粮食的产能已经在 12 000 亿斤左右，可以基本满

足国内的需求。2015 年的总产量是 12 429 亿斤，2016 年是 12 325 亿斤。现在国内的粮食总需求

大概在 12 900 亿斤左右，所以我们每年还存在五、六百亿斤的粮食产需缺口，因此适量进口是必须

的。但问题是只有五、六百亿斤的缺口，而我们去年进口的各类粮食加在一起却接近 2 500 亿斤。
为什么要多进口这么多粮食? 一个是国内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如大豆一个品种的缺

口就超过 1 500 亿斤，2015 年实际进口的大豆是 1 625 亿斤，即进口的 2 500 亿斤粮食中，大豆占了

三分之二。这说明仅仅大豆一个品种的供求缺口就比我国粮食供求的总缺口还大得多; 反过来也

说明，通过进口满足了大豆的需求之后，国内生产的其他粮食品种一定存在着供过于求的现象，比

如玉米。其实我们的小麦和稻谷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有一定的供过于求现象，至少是满足需求之后，

还略有节余。2015 年进口的粮食中，除了大豆还有 800 多亿斤其他品种。而其他粮食品种我们自

身的供给并不是不够，不仅够，而且还有节余。那为什么还要进口? 主要是因为与国际市场相比我

们的价格不具竞争力。同样品种、同样质量的东西比人家贵。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部分

产品不是产不出来，而是产出来之后可能卖不出去。除了品种、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之外，卖不出

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同等的产品价格比别人贵出那么多，消费者也好，经营者也好，当

然会选择价格更低廉的。这几年我国农业应该说发展得很好，但是需求增长更快。因此能看到，我

们的多数农产品，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那些重要农产品，没有一样不在进口。粮

食要进口、棉花要进口、油料要进口、奶要进口、肉要进口、糖要进口。进口的原因，多数品种不是我

们自己生产不出来，而在于提供的产品没有价格竞争力。
我们谷物的几个主要的品种，国内的平均价格要比国际市场高出 30% 到 50%。比如进口玉

米，现在到岸价基本上不超过每吨 1 600 元。而 2015 年我国东北地区生产的玉米，对农民的临时

收储价就达到了每吨 2 000 元，加上收储的成本和运费，到关内的销价不会低于每吨 2 200 元。再

如国家对东北地区生产的大豆制定的目标价是每斤 2. 4 元，从农民手里收过来每吨就是 4 800 元，

但进口大豆的完税落地成本价格一般不会超过 3 500 元。现在新疆的棉花，国家制定的目标价是

每吨 18 900 元，但是进口的价格每吨不会超过 14 000 元。我国最重要的食糖生产基地是广西，如

果一吨糖的出厂价格达不到 5 000 元，农民和糖厂就都很难赚到钱，但是进口到岸的食糖价格每吨

不会超过 3 000 元。我们国内生产的猪、牛、羊肉的价格，要比从国际市场进口的价格高出一倍。
2016 年全球农民出售鲜牛奶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 1. 85 元，而我国农民出售鲜牛奶的价格是每公

斤 4. 05 元。这样的价格怎么去和国际市场竞争? 幸亏我们的市场体量大，进口的那些农产品大部

分我们都消化得了; 而别的国家产能小，能出口的那些农产品对我们来讲数量有限。但是，在粮、
棉、油这样的大宗农产品上，国际市场的价格对我们的压力是在与日俱增，实际上已经影响到我们

的生产。
之所以要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我国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矛盾不在数量，当然有品种、质量的问题，但就整体来看，关键在于农业效益不

高，农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我国农业存在的明显软肋。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去理

解，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第一是要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第二就是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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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是在名词、概念上做文章，而是有着

实实在在的内容和非常明确目标的。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涉及到区域之间的农业结构调整、品种

之间的生产结构调整，但仅仅作这样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农业这个产业，它面临着必

须从整体上提高综合效益的问题; 我们的所有农产品，都面临着从整体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这就是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国农业的发展就必须有担当、有志气。要看到我国农业当前所面临

的危机，这个危机就在于我们的农业不是产不出产品来，而是产出来后可能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

只能堆在仓库里，财政对此背负不起，库存时间长了还会降等降级甚至变质。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

题? 就是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农业大学建立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

究院的意义，就可以认识到，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单纯地依靠经济措施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

是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需要农业的技术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各层面的配合，才能形成合力去

化解难题。而中国农业大学各涉农学科齐全，整合好自身的力量，完全具备为国家在农业决策方面

当好参谋的条件和素质。下一步农业政策的改革与完善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良种，

这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是节本，节约成本; 第三是降耗，降低消耗; 第四是确保农产品的质量

和食品安全; 第五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六最根本的是要让农民有积极性。只有实现了这

六个目标，才能使我国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提高，才能使我国各类农产品的竞争力得到提升。所

以，我们要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国内农业所存在的那些突出软肋，运用各种学科、各方面的知识进行

综合性的研究，才能为扎实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并起好决策咨询的作用。

三、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存在的这些问题到底如何进行改革? 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了。
很多在座的同志都知道，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国务院从 2013 年上半年就开始进行研究。第一

步研究的就是棉花和大豆，2014 年开始推出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和东北四省区大豆目标价格改

革，现在看，棉花的改革效果明显。2013 年国家制定的新疆棉花临时收储价格是每吨 20 600 元，现

在已经降下来近 2 000 元了。到了 2015 年的夏天，国务院又研究确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油菜

籽停止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国家给予一定补贴之后，完全按市场价格进行购销。到了 2015 年 9 月，

国务院又决定把东北四省区的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从上年的平均每斤 1. 12 元降到 1 元。2016 年的

中央 1 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取消临时收储价政策，实行按市场价格购销。这

个文件执行至今已差不多近一年了，总体来讲推进得不错。刚开始对农民有很大震动。2016 年 3
月我到东北玉米主产区作专门调查，8 月再次去调查。当时感觉到农民非常担心，国家临储不收

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价格到底会跌到什么程度? 农民当然知道实行新政后玉米的价格会下降，因

为比国际市场高出那么多的价格是保持不下去的。但是没想到玉米价格跌幅这么大、跌得这么快，

从 2015 年国家以 1 块钱一斤的临储价收购，到 2016 年秋收后有的地方降到了不足 0. 6 元一斤。
但为什么说进展总体不错呢? 第一它使整个东北四省区的籽粒玉米播种面积减少了 2 300 万亩，

大概比 2015 年的播种面积减少了 10. 5%。第二从东北目前的玉米市场价格来看，因为四个省区

不平均，但是从每个省的平均价格来看，辽宁省的玉米价格大概在 0. 8 元上下，吉林省在 0. 75 元上

下，黑龙江大概在 0. 60 元到 0. 70 元之间。这个价格与进口玉米的到岸完税落地价格来比，差距已

经很小了。如果从加工企业保障自身原料供给的安全性角度看，随时想要随时都可以到当地市场

上去买，并且与进口玉米的价差很小，那就宁可买国内的也不会去进口，这就把市场拿回来了。第

三是价格与补贴分离后，价格跌下来了，补贴却增加了，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中央财政

拿出了 390 亿元去补贴四省区种植玉米的农民。黑龙江种植玉米的面积最大，离中心市场距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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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价格也降得最多。但全省平均，黑龙江种植玉米的播种面积，每亩地补了 150 多元钱，这对那些

适合种玉米的地方，农民的日子就还能过得去。
综合起来看，对东北四省区的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应当说既有必要、也有

成效。但改革当然不仅仅限于玉米的定价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寻求新的突破。
( 一) 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要想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从这方面发力，仍然把政

府制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作为保护农民利益的主要手段，最终就会使结果背离愿望。我们靠不断

提高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的办法，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当国内的粮价因此

而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后，国家收储的粮食就卖不动了，农民产出的粮食也就卖不出去了，实际的

市场价格就必然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须把价格与补贴分开，价格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补贴则在

价格以外另行支付给农民。所以，改革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必须也改革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
很多同志都知道，2004 年推出在小麦、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2003 年粮食产量只有 8 614 亿斤，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第二

年的粮食供求总量肯定会出问题。于是 2004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提出了几大措施，一是减免农业

税; 二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生产补贴和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后来又加了一个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综合补贴; 三是对市场紧缺的小麦和稻谷这两个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这三

项政策一出台，确实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增加了 775 亿斤，一举化解了粮食供不

应求的严峻局面。但就在那一段时间中，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年增长幅度

都在 10%以上，但同时也出现了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的局面，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

都在快速上涨。当然这反映在各个行业之中，而反映在农业上，这三种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就必

然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
于是农民觉得政府原来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低了，要求提高。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后最初

几年的效果非常好，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当时的最低价是略低于市场价的，因此并不需要真正启

动按最低价收购对市场托底的做法。开始四年，没有启动按最低价收购的托底政策，粮食就都从市

场走了。第二，2004—2007 年连续四年政府制定了最低收购价，因为没有实际启动，所以最低价的

水平也连续四年没有提高过。这个政策在开始那四年可以说成效非常突出，就是推出了最低价收

购这样一个政策，让农民心里有了底，但并不需要采取对市场托底的实际行动，就让粮食产量连年

增产。但是到了 2007 年就不行了，因为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得太快，农民觉得国家 2004 年定的最低

收购价水平低了。于是国家从 2008 年开始提高最低价，以后年年都提高，直到 2014 年。2004 年

最开始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小麦每斤是 0. 72 元，到了 2014 年是 1. 18 元，提了 63. 9% ; 早籼稻每斤

是 0. 7 元，到了 2014 年是 1. 35 元，提了 93%。中晚籼稻 2004 年是每斤 0. 72 元，2014 年是 1. 38
元，提高了 92%。粳稻 2004 年是每斤 0. 75 元，到了 2014 年是每斤 1. 55 元，涨了一倍还多。2004
年定的最低价是连着四年没有动，到了 2008 年才开始调，7 年时间就涨了这么多。玉米最初没有

实行最低收购价格，但为了东北种玉米农民的收益，2007 年开始实行了临时收储价格政策，当时是

0. 7 元一斤，到了 2014 年变成 1. 12 元，提了 60%。这么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又因为全球金融危机，

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低迷。从 2012 年开始，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开始下降，所以就出现了中

国的粮价在上升，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在下降的局面。到了 2015 年，我们这几个品种的价格就比

国际市场高出了 30% ～50%。所以政府运用价格政策来作为调控经济的手段，一定要考虑其合理

的区间，超过了合理区间就会出现反效果。
过去我们把粮食价格提得这么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把对农民的补贴放到价格里面去了，所以叫

“价补合一”的最低或临储收购价政策。现在要把它分开，实行价补分离，才能使我们的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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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市场能够接受的合理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必须把握好价格形成这个关键，产生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又要去推进农业补

贴政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这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体制创新方

面的重要一环。
( 二) 推进科技创新

单纯地依靠价格保护、依靠补贴是培育不出竞争力的，还是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比如我们的

大豆。即使再提高价格，农民种出来了，也卖不出去。只靠价格保护和补贴，要让农民愿意种大豆，

东北大豆的目标价格需要达到每斤 3. 5 元 ～ 4 元，否则农民是不会种的。而 3. 5 ～ 4 元一斤，就是

7 000 元到 8 000 元一吨，这差不多在国际上可以买两吨半大豆了。所以要着眼于科技创新，当然

这是个慢功夫，又涉及到科技和市场如何结合，科技和企业如何结合，科技和推广如何结合，以及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是难以推出什么重大科技创新的。在科技创新方

面我们要高度关注，比如大豆这个产品，如果再过五年、十年仍没能推出重大科技创新，很可能我们

的大豆就会变得像大熊猫一样，需要国家的特殊保护，否则就没人愿意种它。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危

机感。
( 三) 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小，有 18. 6 亿多亩，但是农民的数量也多，于是人均经营的耕地面积很小，

效率也就上不去。农村改革初期，中央从 1982 年到 1986 年连续发了 5 个一号文件进行指导，其中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到 15 年。但就在这个文件

中，同时也提出了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这就涉及到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问

题了。因此，农村土地的流转，实际上这 30 多年来一直都在进行。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

办公厅发出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文件。这件事应该说农民和基层一直都在做，但一直

没能从理论上、政策上把关系真正讲清楚。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后，理论上的概

括是“两权分离”，即土地的所有权是农民集体的，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的。那么土地流转，

流转的到底是个什么权呢? 土地的承包权与土地的经营权能不能分开? 对这个问题，至少在现行

的有关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讲到这一点。2013 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里，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

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里讲的还都是“承包经营权”，还没有把承包权与经

营权分开。而在三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在 12 月 23 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的讲

话中，才第一次提出要把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他说我们“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

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我

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这将有利于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

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他还讲，“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居于

基础性地位，集中体现在农民家庭是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法定主体，”他说，“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

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农

民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经营，也可以通过流转经营权由其他经营主体经营。但不

论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他特别强调，“这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这就把农村集体的土地谁能承包、承包到户后的土地可以

怎样经营、土地的承包权与土地的经营权是什么关系等这些问题都讲透了，下一步要把这些根本问

题变成政策、变成法律，那样农民就放心了，就敢于流转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了。
对于流转土地，过去确实有很多农民不放心，总是担心流转了土地的经营权，到最后就怕连土

地的承包权也给弄丢了。现在推出三权分离之后，进一步在法律上、制度上加以规范，通过对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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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落实中央提出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

久不变”的政策，我想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局面会变得更好。当然总书记也讲了，有序流转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是一件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他再三强调，土地的经营权流不流转、流转给谁，

必须要让农民自己选择，不允许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目前，大约有 30%的承包农户全部或部分流转出了自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的总面积大

约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根据农业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村现在经营土地面

积在 50 亩以上的经营主体有 350 万户，这 350 万户一共经营的耕地是 3 亿 5 千万亩，平均每户经

营 100 亩。这很了不起，因为一个农业经营主体要经营 100 亩土地，差不多得有十户农民把承包土

地的经营权流转给你，你才能种这么多的地。问题是 100 亩的规模在我们这里确实不小，但和新大

陆国家比就算不上什么规模了，但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经营 100 亩农地的经营主体，他

能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经营土地。
就这个问题，可以去看一看日本、韩国，看一看我们的台湾省，在那里经营几十亩、上百亩地的

农户已经不在少数了。而且纯粹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也已经相当高了。但是

问题在于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我们的台湾省，在生产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在国际上都是

没有竞争力的。这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不仅需要相当规模的

土地，更需要有现代化的大型农业机械作业。而当前的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它的作业单位都是以

万亩为目标的，上万亩、几万亩的农地经营规模，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这些大型机械的效率，土地经营

的规模小了就用不上。日、韩和我国台湾省的农户经营，之所以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方面缺乏竞争

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原来在黑龙江兵团时，也是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一台 54 马力的履

带式拖拉机加上所配套的农机具，只要三、五个人就可以耕作约 3 000 亩耕地，在那时也是很高的

水平了。但现在再回到黑龙江去看，最新型的进口大型拖拉机是 550 马力的，在秋翻地的抢农季

节，如果息人不息机，一昼夜可以翻地 5 000 亩地。以这样的拖拉机配套上全部农机具，没有上万

亩的耕地面积，它的效率根本就发挥不出来。所以如果流转不了那么多的耕地，买了这样的农机具

就会闲置、就会亏损。但没有这么大的耕地面积，是不是就用不了这样的现代化大型农业机械? 而

用不了这样的机械，是不是就永远没法和国外竞争? 在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看到的似乎就是这

样的结果。但在我国不少地方看到的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农民很聪明，很有创新和创造能力。自

家的承包地面积不够，加上流转来的耕地面积还是不够，但是 550 马力的拖拉机和全套的农机具照

样买，因为买之前就知道，这不是光给自家用的，而是要给周边其他的农户提供服务的。黑龙江现

在发展了不少以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克山县有一个很知名的仁发合作社，一

千多农户把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入股，现在合作社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 55 000 亩，所以它就可以使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并且取得明显高于一般农户的经济效益。黑龙江五常县的农民

水稻合作社，以经营权入股的土地面积也达到四万亩。这样的土地经营规模，当然什么先进的农业

机械就都可以用。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并非只有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才能实现

现代化农机具的大规模作业。不少地方的农民创造了土地托管、代耕等新的经营形式，就是有些家

里主要劳动力外出了，但又不愿意流转土地的经营权，于是就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请服务组织或

服务专业户来耕作自家的承包地。几十户、几百户这样的农户连在一起，照样可以为机械化大规模

作业提供足够的空间。
所以这几年农民的创造，是两条路都在走。既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又

通过扩大服务的规模，让更多的小规模农户也实现了现代化的农机具作业。我们说没有规模经营

就很难有现代农业，但是规模经营不见得只是土地的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集中、规模经

营，是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一条途径。但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的扩大，一个服务组织可以用现代化

的农业机械去为几十、几百户农民服务，在几千亩、上万亩的耕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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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使每一个农户都可以用上最先进的现代农业机械，这同样是规模经营。大家知道我国每

年播种小麦的面积大约是 3. 6 亿亩，而小麦收割的机械化水平，已经超过 90% 了。但那并不是

90%以上种小麦的农户都去买了联合收割机，而是农业部协调其他部门，推动农机服务组织跨区作

业等来实现的，这样绝大部分自身不购买联合收割机的农户，通过花钱购买服务，就都可以实现机

械化收割了。再比如，现在我国农业上对无人机的使用绝对是世界第一。一台无人机飞上去，无论

是喷药还是施肥，一般情况下，小型无人机十分钟一亩地没有问题。我到无人机作业的地里去问农

民，他们告诉我，喷洒一亩地，矮杆作物 10 元钱，高杆作物 15 元，一季最多喷三次也就可以了。这

样，一亩地追肥和植保的作业，花 30 元或者 45 元钱，既不用农民自己到地里去喷洒，又安全和节

约。买无人机的服务组织或专业户，当然知道那肯定不只是为自家的那点地买的，而是要为周围几

千亩甚至更多的农地提供服务的。
从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来看，我觉得除了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以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让土地经营

权更多地流转、集中，实现耕地的规模经营———当然这个过程会很长; 更应该看到农民在这方面的

创新和创造，包括扩大服务的规模。用扩大现代农业技术的服务规模来弥补我们耕地经营规模的

不足，这可能是我们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方面的一种独特要求。坦率地说，我国要真正实现 70% 的

人口能够在城镇定居，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还会有四、五亿人在农村生

产、生活。正因为这样，我国一定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包括符合自身国情、农
情和农民心理的规模经营之路。人、地比例与我们相近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的农业，他们

的农业现代化起步比我们早，但是我敢自信地说，他们到现在没走出我们这种以扩大生产服务规模

来实现规模经营的路。这就说明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相当强的。所以至少要有两种规模经营，同

时也要重视两种经营主体。一种是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提供农产品的经营主体，另一种是给提供

产品的农户提供生产作业各环节服务的经营主体。这两方面的经验都要认真总结，这样才能为经

营体系的创新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因此要更多地去总结和提升基层和农民的新鲜经验。
( 四)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中国农民的数量很大，短期内很难快速下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一定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注重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根据农业部前些日子公布的

数据，2016 年我国农村的电商服务点已超过 40 万个，网购的商品达到 2 200 多亿元，可能数据较保

守，今天上午阿里巴巴的主管讲他们一家就搞了 900 多亿元。但即便是 2 200 亿元，农村网上销售

的货值也比去年增加了 46%。可见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网购既可以让消费者买到新、特、优
的农产品，更可以给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再比如农家乐、乡村旅游、体验农业的发展也非常迅

速。上个月我到浙江省德清县调研。浙江乡村旅游搞得好，和它的生态环境肯定有非常大的联系。
总书记讲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早就在浙江叫响了。总书记前不久作了批示之后，在全

国都叫响了。我住在德清县一个村子里的农家乐里面，跟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聊天，他提了一个很

好的问题，说绿水青山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德清老早就有绿水青山了，但那会儿怎么就变不成

金山银山呢? 我说那你怎么看? 他说第一条说明现在城里人富了，想到乡下来玩了; 第二条说明农

村有条件了，能接待他们了。我想他讲的非常重要，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现在有新的需求出来了，

也有新的供给跟上来了。
回来以后我查了一下统计数据，比如 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31 195 元。把七亿多

城镇居民五等分，其中收入最高的那 20%，人均收入是 65 000 多元。第二等的是 38 000 多元。这

表明，现在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 40% 的人口，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是超过十一二万元的。同时，

2015 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家庭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是 30 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 40% 的收入

较高的城镇居民，特别是自己买了汽车的家庭，节假日就可以出去玩了，于是乡村旅游才能发展得

起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几年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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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农村，以及建设美丽乡村等等，你想去、能去农村，但去了没路、没水、没电那也不行。但是这几

年农村的电、水、道路都在加快发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正在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水利部一

直在做，大部分已逐步解决了。2016 年底全国乡村道路的通车里程可以达到 400 万公里。城镇居

民的收入增长和农村建设的新发展，这两个东西对接，于是乡村旅游才开发出来了。按照国家旅游

局统计，2016 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次达到 44 亿人次以上，其中 30% 是乡村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

直接带动了农家乐、民宿等等，这就为农村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城里人已经有这个新需求了，如果农村提供不了相应的条件，那这个需求就得不到满足，

而且城里人到乡村去旅游，需要的是和在城里生活不一样的体验，包括文化和传统。讲一个很简单

的例子，我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个村子里调查，随便走到一户人家，推门进去，跟家里老太太聊天。
我说你们村真漂亮，她说山水都是天成的，村子里主要是搞得干净。她说嫁到这个村 60 年了，刚嫁

过来婆婆就教育她，说女人在家里持家，至少做到四个“净”。第一是院子里、屋子里的地面要净，

干干净净人家才愿意走进来; 第二是桌面要净，桌子上一尘不染，人家才愿意坐下来跟你聊聊天; 第

三是灶面要净，灶面干净人家才敢喝你煮的茶、才敢吃你烧的饭; 第四是脸面要净，穿着的衣服可以

是补过的，但一定要干干净净。她说，婆婆教她的“四净”，她如今也教给了自己的儿媳、孙媳。他

们这个村子的家家户户，都把这四句话一直传到了现在，传了上百年，所以这个村子和村子里的每

户人家，才能都这样干干净净。孔夫子说: 礼失而求诸野。意思当“礼”在庙堂之上、在市井之中已

经寻找不到的时候，只有到乡村才能把它找回来。这说明，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民俗民风、手艺技

巧等，在农村保持得比城市更久远，但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去开发这些好东西，等到有一天连乡下也

没有了，那就无处可找了。

四、结束语

从上述四方面来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必须下

决心推进这项改革。我之所以强调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想讲，不要想把中国的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以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以为农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是很快就可以流转、集中，实现规模经营的。现在整个农民工总量 2. 8 亿人，其中外

出务工的农民工为 1. 7 亿人。但近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正在明显减缓，进入 21 世纪初

时，一年可以增长 800 万人，慢慢的每年只能增长 500 万人、300 万人、200 万人。2015 年全国外出

农民工总量只增加了 63 万人，只增长 0. 4%。2016 年增长 0. 3%，增加 50 万人。我们当然要积极

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是必须要看到进城转为市民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之后。总书记在 2013 年底中央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他讲

在人口城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我觉得这句话分量很重。我们是要推进人

口城镇化，但是从中国人口的总量来看，急是急不得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更努力地想办法通

过让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让农民能够在农村找到更多的、不是

简单依赖耕地的就业机会，让他们在农村能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否则完全指着把人都转到城里去，

我想没有那么快。2016 年 4 月，总书记在小岗村还讲过另一句话，他讲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

的基础，但是要改变农业现在这种分散、粗放的经营方式，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在时间问题上他讲，

对于改变农业分散、粗放的经营方式，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我想这两句话是一脉相承的，一个

是讲改变人口的城乡结构，一个是讲改变农业分散、粗放的经营方式，都需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所以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个人觉得，在经济发生变化的内外压力之下，只有靠坚韧不拔、勇不回

头的改革精神去推进，才能突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围困，使得我们的农业能够战胜新的挑战，

从而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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