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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文本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化解我国社会
发展主要矛盾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四大关键点、四大路径和四种误区 。建议抓好战略关键点，遵循战略实施阻力最
小的路线图，踏准四大路径，规避潜在的风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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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战斗、改革和建设，迎来

建设的升级版。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

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

展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

献。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内关

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主要集中于如下主题 ：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乡村发展落

对乡村振兴内涵的解释和理解（韩长赋，2017 ；陈

后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也是实现中华

文胜，2017 ；叶兴庆，2017）、乡村振兴重点分析

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以弥补的主要短板。习近平总

（高兴明，2017）、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叶兴庆，

书记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实施乡村振

2017 ；韩长赋，2017）、我国乡村振兴 / 发展的路

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

径和道路模式（姚琼等，2015 ；张沁岚等，2017 ；

行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新时代建设现

刘兆鑫，2013 ；衡霞、郑亮，2016）等。目前就乡

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

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乡村振兴

矛盾的重大举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对乡村

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可能误区等展开研究的

振兴战略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探讨了乡村振兴

现有文献在乡村发展等主题下有所探索，值得进一

战略对缓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作用，分析了

步梳理，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定理

实施这一战略，必须抓好的战略关键点、需要踏准

论研究基础和实证分析基础。

的战略路径，以及战略实施中有待规避的潜在误区。

（一）关于乡村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的研究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习近平，

一、文献综述

2017）。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
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韩长

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

赋，2017）。这一矛盾在农业农村中的表现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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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而

所区别。可以判定的是现有关于乡村振兴 / 发展 /

且不平衡、不充分各有三个方面表现（宋洪远，

建设路径的研究，没有分析选取乡村振兴突破口的

2017）
。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一个非

依据，没有筛选出阻力最小的发展路线图。

常重要的路径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

（四）关于乡村振兴的误区

展问题（李先军，2017）。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

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如果选择不当，就会走入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李忠华，2017 ；刘合

歧途，以致后患无穷（郭晓鸣，2017），因而规避

光，2017）。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美好生活

乡村振兴的潜在风险确有必要。在新农村建设政策

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没有在现有关于这对关系研究

实施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 ：在普遍的新农村建设

的文献中展开深入分析。

发展热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必须在深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重点
乡村振兴战略有哪些重点，是学界和政府部门

刻吸取已有教训基础上展开预警性分析，防范潜在
的风险（徐勇，2013）。一些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

都比较关注的核心问题。高兴明（2017）指出乡村

要防范出现过度行政化、形式化等问题（陈岳堂、

振兴有农业产业、基础设施等 10 大战略重点。也

熊亮，2015 ；肖琴，等 2015 ；郭晓鸣，2017）。这

有学者指出要重视打破历史形成的乡村发展低水平

些分析对于规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误区，具有启

均衡状态，把握人力、地权、资本和技术四个重点，

发意义。未来对乡村战略实施风险和误区的分析，

推进农村发展（徐勇，2013）。马晓河（2006）认

要从国际经验借鉴、国内农村发展历史、风险和误

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应该是首先解决农民最

区类型等角度展开深入的挖掘。

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

现有文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在以上四个角度的

存和发展的需要 ；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六通、五改、

研究有所进展，但是还有拓展空间，值得进一步分

两建设、一提高”。关于乡村振兴 / 发展重点内容

析，提高相关分析的系统性和创新性。为此，本文

的论述为我们分析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提供了一定研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与我

究基础和启发，不过需要从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互动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键点位进行深入判断和分析，以集中解决乡村振兴

点、战略路径和需要规避的误区。

应当理顺的关键性问题。
（三）关于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

二、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战略举措

径（郭晓鸣，2017）
。郭晓鸣（2017）指出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基本动力、支撑、手段和指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向等。关于新农村建设路径的有关文献为探索乡村

的变化、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

振兴路径作出了基础性的研究。当前关于新农村建

前者将在化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设的路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内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有

部，主要是以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改
革 ；二是农村外部，即通过改善城乡关系，发挥城

突出表现
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市现代文明发动机的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农村发展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

（周志雄，2008 ；尹成杰，2010 ；袁梦醒、赵振军，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2011）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

盾”，这个矛盾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有突出表现。

件是城镇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辐射带动农村发展
的能力必须足够强大（顾益康，2006 ；袁梦醒、赵
振军，2011）。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受到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推崇，考察其发展路径，可以划分出三
个阶段 ：政府主导推动农村建设阶段，民间自主推
动农村产业发展、环境整治阶段和文化建设阶段，
民间完全主导推动社区文明建设及经济开发阶段
（李水山，2004），在不同阶段发展路径的侧重点有

1. 我国社会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
平衡
城乡发展不平衡有经济社会自身规律性的原
因，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
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城乡户籍制度在不同阶段进一
步加剧或者固化了这种不平衡。归纳起来，城乡发
展不平衡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我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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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发展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是城镇，重
点产业是非农产业 ；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常被忽
视，农业常常是产业发展中的弱势产业。导致资金、
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流转和投入到城镇和非农产
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贫瘠、荒芜、失序和落
后。这种不平衡发展局面亟待改善，乡村振兴战略
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第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不
平衡。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失衡。其中，核心的
因素是体制因素，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
的“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
不对称的财权事权机制。一般来说，我国过去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一手
“包办”，而农村则主要由农民自己“埋单”，导
致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超速发展而农村则发
展滞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农民人均享受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结果
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薄弱——
高素质农业人口大量转移——投资规模效应进一
步下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薄弱和恶化”
的恶性循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迫切需要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差
异显著。虽然自 2012 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0%，比城镇居民高 1.5 个百
分点，但是 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2363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其 2.72 倍。
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严重不足。农民工收入增长放
缓，就业稳定性不高，向技术密集型部门转移就
业能力不足，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受到限制 ；
农业抵抗自然风险能力弱，而且部分农产品价格
波动频繁，制约了农民依靠农业经营稳定增长净
收入 ；农民自身财产和拥有资源相对较少，不熟
悉有关投资渠道，投资风险控制能力弱，也制约
了农民依靠财产和资源增加收入的能力 ；此外，
除了贫困人口之外的农民增加收入也不能指望获
得足够的转移性收入。相反，城镇居民具有较高
教育水平，能够找到较好工作岗位，工资性收入
增长有空间 ；而且投资机会多、风险把控能力强，
一些城镇居民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而
一些贫弱城镇居民可以依靠城镇相对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获得一定的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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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社会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
充分
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
期积累的结果，我国实施优先发展城镇和非农产业
的政策，导致资源、产业和发展机会优先向城镇集
聚，农村得不到有效的、足够的综合性政策关注、
有力治理和充分发展。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农村发
展不充分有三个表现。
第一，农业发展不充分。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不充分，导致农业持续发展能力弱，防灾、减灾、
抗灾能力没有充分提高，遇到灾害农业生产马上下
滑。二是农业规模化发展不充分。小农是包括中国
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农业典型特征，中国农户户均耕
地面积不足 8 亩，广东福建等地规模更小，远低于
日本除北海道之外的户均规模（22.8 亩）
，农地规
模不足，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业科技得不到充分利
用，农产品竞争力弱。中国 27% 的农业劳动人口
支撑着不到 9% 的农业生产值，意味着农业扩大规
模的进程还比较艰巨和漫长。三是农业资源利用的
不充分。例如还存在大量的秸秆不能充分利用，而
秸秆的产量则与作物收获部分产量相当甚至超出，
这就相当于只利用了一半的农作物产量。此外，畜
牧业产生了大量的粪尿和养殖废水，也没有得到充
分的利用。四是农业科技应用不充分。基层农业科
技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中衰退，高素质农民纷纷转
移到非农产业，小规模农业满足不了高效农业科技
应用的本益平衡条件，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
充分利用。五是农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由于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力，一度发生三聚
氰胺等事故，导致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不信任
不认可，尤其是中产阶层偏向消费国外生产的农产
品及其加工品，如中国父母为婴儿选购奶粉偏好国
际品牌。由于国产农产品生产效率没有有效提高，
成本没有得到合理控制，对外市场开拓力度不足，
农产品信誉没有树立，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
的份额有限。
第二，农村发展不充分。一是农村区域发展不
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郊区产生了
一些十亿元村、百亿元村，但是我国大部分农村没
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村还很贫困，
有些农村衰落成为空壳村。二是农村发展没有合理
有效规划的引导。乡村如果缺少发展思想和思路、
没有制定可行的规划，发展就是混乱的、无序的、
不可持续的。三是农村居民缺乏动员和组织。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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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种需求有待得到满足的农民数量巨

最能动的资源，但是这种资源需要得到动员和组织，
才能发挥出建设和发展农村的力量。一些村庄村委

大。收入低下的农民数量巨大，他们没有足够的

和行政组织瘫痪，丧失了公信力，无法领导和组织

经济实力支撑其过上美好生活。2016 年户籍人口

农民投身乡村的发展，更别提实现乡村的振兴。四

城镇化率为 41.2%，农村人口还有 8.13 亿，他们

是乡村经济动能没有充分挖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 36.76%，无法过上和一般

各个组织依靠经济实力说话，有没有经济实力决定

城镇居民一样的生活。只要农民没有充分转移，

了乡村能否发展。全国很多村庄没有形成自身的经

这种规模的人口过上美好生活（即使以一般城镇

济发展动能，没有依托自身资源，打造出主导产业，

居民的生活标准衡量）是非常艰难的一项任务。

经济实力长期衰落，不足以支持乡村的发展。五是

中国 8.13 亿农村人口，比欧洲人口总量还要超出

农村发展没有得到公共服务的充分支持。农村基础

8000 多万，是美国人口的 2.52 倍。人口统计数字

设施建设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导致农村

告诉我们，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

生产生活不便利，农村人气自然会衰落。

要若能够得到满足，将是世界发展史上功绩巨大

第三，农民发展不充分。一是农民增收不充

的事业。

分。农民目前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

第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在如下领域

入，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还很低，农民

有待得到满足。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

增收比较困难，全国还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二

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是农民转移不充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和非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农产业的发展中，农民工作出了巨大奉献。但是这

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

些农民工没有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他们奉

活得舒适。大多数农民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

献了青春和健康，最后还必须回归农村。这些农民

满足。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镇，尤其是大城市，

没有真正转移出去，没有发展成为城镇居民。三是

农民难以获得。更稳定的工作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农民受教育不充分。2016 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他们缺乏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大多数是临时性的。

表明初中文化及以下程度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比

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缺少满意的收入。他们的社

为 91.7%，远低于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水平（基本

会保障受国家财力限制和城镇偏向政策的不利影

在高中 / 职高以上水平）。受教育程度低，影响了

响，长期处于不可靠状态。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在

农民选择职业的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改善生活

推行市场化改革后，更好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到了

的能力。四是农民文化消费不充分。农民阅读、欣

城镇，尤其是大城市，而且费用昂贵，农民没有享

赏文娱节目受基础设施条件、经济能力和自身习惯

受的便利性，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享受。农民居住

的制约，文化消费不足，自身素养得不到充分培育

条件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改善，没有改善的亚群

和提高。五是农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到位。农民分散

体包括两部分，一是游离在城镇的农民工群体，他

在广阔的农村，与公共服务集中供给的机制有冲突。

们在城镇无法落户，不能自行建房，购买不起高价

根本的原因是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设计为农民

的商品房，享受不到经济适用房、自住房和廉租房。

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农民发展缺少有效的公共服

二是贫困农民群体，这些收入极低的农民群体维持

务支持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撑。

基本生活都比较困难，改善住房条件对他们来说是

3.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待得到满足的最大群
体是农民
全国人民都向往美好生活。但是农民是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有待得到满足的最大群体。大部分农民
的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原因包括 ：农民获得的
收入最少，公共资源没有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
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不足，农村生活消费品品
质没有得到足够监管，农民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存
在非理性因素等。农民是这种需要有待得到满足的
最大群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艰难的事情。农村环境本身很优美，但部分村庄由
于缺少治理，或者受周边工业和城市废弃物的污染
出现恶化。他们对下一代的期盼在过去看来，或者
依照他们自身经验来判断，可能难以实现 ；但是在
国家持续发展、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下一代的机遇将明显好于其父辈和祖辈，因此农民
对下一代的期盼将会得到满足和实现。
（二）乡村振兴战略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
作用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有突出表

刘合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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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若在实施乡村振

代化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必然选择。乡村

兴战略的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现，我国社会主要矛

振兴战略的提出、制定和实施将在化解我国社会主

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突出表现将基本消失，这一

要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

矛盾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就得到了解决。

1.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化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主要方向
解决问题要找到其症结所在。化解矛盾就必须
针对矛盾的重要点位。党中央判断了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了变化，也明确了这个矛盾在农业农村发
展中有突出表现。党中央及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要化解矛盾的突出表现。党中央治理国家和社
会的一个经典做法是“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抓住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
点表现、重点区域、重点群体 ；有利于补齐我国社
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并以战略性构想来增
强农业农村发展这个最大的弱项。党中央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党员守
则深度，明确了我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
向——乡村振兴，通过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完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2. 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将细化化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农业农村发展思路
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是
战略思维的逐步具体化和详实化。根据党中央关
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国家各主要部门协力制定
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然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区域性
乡村振兴战略，这将细化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为化
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细化农业农村发展思路，为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等问题，制定出系统性
的战略方案。这样的战略方案，细化了针对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中的突出表现的矛盾化解
思 路。
3.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切实促进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解决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乡村发展将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成为我国内生的、可持续
的内需动力源泉，这将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
供新的经济动力。乡村振兴本身将解决我国规模最
大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过程本身也就成为化解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组成部
分。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要求是我国制定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指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三、抓好四大战略关键点，稳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战略的关键点就是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点
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如下四个关键点位加
大把关力度和战略推进力度
（一）明确战略目标，矢志不移加油干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才能逐步实现农村
振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业和农村是短
板，更是薄弱环节。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补
齐这块短板，改造这一薄弱环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性工程。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
牢固建扎实。诚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一项
艰巨任务，需要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全国全党和
各族人民要矢志不移加油干，到 2050 年，农业农
村和非农业与城镇必须同步实现现代化。从现在起
要把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机制、现代化要素融入到
农业农村的日常生活、生产、生态、文化孕育和乡
村治理中去 ；要在 2025 年、2035 年和 2050 年依
次达到初步形成乡村振兴格局、基本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
在明晰目标的指引下，全国各行动主体齐心协力奋
斗，乡村振兴战略终将如期圆满落实。
（二）落实总体要求，思路明晰踏实干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指出了我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习近平，2017）。这一
总体要求是对我国乡村建设思路的清晰刻画，内在
体现为统筹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以及文化建设，是全国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的“五位一体”总方针。产业兴旺，意味着实现包
括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更加发达和更有活力。生态
宜居，意味着全面创造宜居的良好生态环境，建设
好美丽乡村。乡风文明，意味着充分认识乡村的文
化价值，要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以文化人，把优秀
的文化风俗融入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治理有效，
意味着要注重治理的效果，要把乡村民主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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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德治融合成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有序、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综合

有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生活富裕，意味着农民收

效益和竞争力。针对农民问题，要坚持两手抓，一

入显著提高，并进一步过上富足的生活。方针提出

手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农民落户进城创造条

来了，思路也就清楚了，各地可以以此为指针，创

件，通过减少农民以富裕剩余农民 ；另一手抓乡村

造性地细化行动方案，因地制宜脚踏实地振兴当地

留守农民能力提升，通过提高农民的经营能力、经

乡村事 业。

营规模和资产规模以提高其收入。针对农村问题，

（三）抓住关键要素，打破瓶颈高效干

要通过资源的统筹匹配，形成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抓住“人、地、钱”三

在基本资源具备的前提下，农村自我发展的关键是

大关键要素。人气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我国大

要形成具有战斗能力的基层干部队伍。依靠这支精

多数具有发展前景的乡村，拥有适宜居住的生态环

干的队伍去领导农民、发展农业、管理农村，形成

境、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实现振兴还需要进一

兴旺、美丽、文明、和谐、富强的农村发展新局面。

步凝聚人气，要培育一支精干的农业农村工作队伍，
促进产业兴旺，抓好乡村治理，培育文明乡风，让

四、踏准四大战略路径

乡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追求和享受富裕文明的现代化
生活。从“地”来看，就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任何战略的实施，均须精准施策，找准路径，

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承包地“三

方可成功。战略路径就是战略实施的推进方向，是

权”分置，实现土地与农村产业和农业科技的高效

战略实施阻力最小的路线图。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从

匹配，切实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和效益，在壮大集体

如下四大战略路径推进。

经济实力的同时，稳步提高农户收入。从“钱”来
看，要促进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投入三农发展事业。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通过机制创新路径
推进农村振兴

一方面要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使公

体制机制是社会发展活力的总开关，体制顺了

共资源配置优先向“三农”倾斜，增强财政支持农

机制活了，乡村社会才会活力涌现，各项事业才能

业、发展农村和补助农民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公

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市场、要

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力求达到城乡平等目标 ；

素和主体，打通渠道，激发各类主体有序奋斗，让

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振兴事

广大农民最大程度地分享改革红利，从而实现乡村

业，促进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技术分流到

整体的振兴。首先，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农村，鼓励万企万村对接，以提高农村技术水平、

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

产业兴旺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

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

机会，增加其收入。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为推进农业规

（四）聚焦关键难题，有的放矢精准干

模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类主体提供稳定预期。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乡

其次，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

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民财产权益，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再次，要发展多

分的短板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城乡之间，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

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三农内部，农业供给质量、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

展有机衔接。此外，要积极鼓励农民和城镇居民返

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必须

乡创新创业，促进农村多种业态融合发展，激活乡

依靠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村发展新动能。

把城乡融合起来统筹考虑，系统推进二者的建设和
发展，一方面要秉持历史耐心稳步推进城镇化（李
强，2015），把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吸引到城

（二）加快振兴农村产业，通过产业发展路径
助力农村振兴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产业兴旺是乡

镇去就业和安家 ；另一方面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村振兴的根本。产业为首，首要的问题解决了，后

把工业技术力量和城镇生活便利传播到农村，提高

续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首先，要

乡村发展水平。针对农业问题，必须继续推进农业

因地制宜确定乡村的产业发展策略。依据乡村的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三大体系发展现代农业，

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其他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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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形成能够充分利用自身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结构，着重发展特色产

伍。三是要激励更多优秀的城市人才下乡创业，支

业。其次，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充

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为乡村产业兴旺播下人才

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促进农业产业链条

种子。四是打造乡村信息人才队伍，促进乡村全面

延伸，丰富农村产业增值环节 ；促进农业与其他产

融入信息化浪潮，依靠互联网高效接受新政策、新

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

技术、新思路、新商机。五是打造乡村科技人才队

品加工和农村新兴服务业，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

伍，依靠科技人才，吸收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

供更加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再次，加快农业供给

业和农村，依靠现代科技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

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六是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促

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

进乡土文化传承和文化创作，繁荣乡土文化，树立

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推

文明乡 风。

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此外，还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调整农业农村补贴方式，增强补贴的指向性

五、规避战略实施的潜在风险

和精准性，提高农业补贴的效能（刘合光，2015）。
（三）发挥科技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路径
高效振兴乡村

一些国家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遭遇过挫
折，出现过失误，一度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严重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

甚至导致国家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动

学技术的支撑。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要

荡频繁发生。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必要汲取

充分利用一切适宜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挥科技引领

他国的教训，避开一些潜在的战略实施误区。各地

作用，可以实现农村发展的弯道超车效应，迅速提

在落实战略部署时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指导方针，

高乡村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距。首先，整合公共

平稳有序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构想。

力量，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整合各方面
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

（一）避免大跃进，乡村振兴要循序渐进
乡村振兴不能一哄而上，没有条件的乡村不能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急于挤进乡村振兴的首班车。大跃进式的乡村振兴

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其次，整

轻者劳民伤财、重者伤及国家元气。我们必须明白，

合民间力量，促进私人资本扩大对农村科技开发、

城镇化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我国

推广和应用的投入，在农村环境保护、农村治理、

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生活便利化等各个领域扩大现

势还没有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一些乡村注定是

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并切实提高应用效率和效

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乡村振兴不是要振兴所有乡村。

果。再次，促进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物联网

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一定标准下筛选出值得

技术等现代技术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密切融

振兴的乡村来。是否有历史文化积淀、是否有可以

合，让农民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成果，并运用这些成

持续发展的产业、是否有人口的凝聚力、是否有适

果实现乡村振兴，进一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现代科

宜居住和发展的资源、是否有善治和良治的前景，

技的创新创造活动，实现乡村升级发展。

应该作为首批入选乡村的主要筛选标准。然后按照

（四）打造乡村人才队伍，通过人才培育路径
引领乡村振兴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一个能人可

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阶段划分，量力而为、精心
有序地分批次实现各地的乡村振兴。
（二）避免无参与，乡村振兴要激活村民

以振兴一片乡土。乡村振兴离不开热爱乡土的带头

虽然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是自上而下提出的

人。打造乡村人才队伍，就是为乡村振兴播下能够

乡村发展总要求，但是乡村振兴不能没有村民的参

形成星火燎原式乡村繁荣局面的种子。人才路径，

与。如果农民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

是实现乡村振兴“以一当百”效应的重要路径。一

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中集体“失语”，将会导致乡村

是改造、巩固和建设好乡村党支部，搭好乡村振兴

振兴成为纸上谈兵，或者只是发展了样板，或者仅

的班子，为乡村实现良好治理打下组织基础。二是

仅增加了摆设。在未来各地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

加强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培养造就

的战略部署中，务必发挥农民的主动性，激活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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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和潜力，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

要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战略机遇期，要抓住

方式制定具体村庄的振兴规划和方案，使村民积极

抓好四大战略关键点，遵循四大战略路径，规避潜

为乡村勾勒发展蓝图献计献策、参与乡村的有效治

在的误区，落实党中央的乡村振兴伟大战略构想，

理、把良好乡风融入自身习惯、为乡村的“富强、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必须坚持以“人的城

民主、文明、和谐”贡献自身力量。

镇化”为核心，实施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

（三）避免太单一，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
多元化是有价值和必要的，单一会遏制活力。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城乡同步、协调、和谐、
融合、平等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千村一面，不能大范围复制

和政策体系，主要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

有限的乡村样板，不能形成单调的乡村发展局面。

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实现城乡的共同发

对不同乡村，要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非农产

展。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要素资源更多向

业发达、区位条件优越的乡村，宜以就地城镇化为

农村配置，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

主，但应注意避免照搬城市建设，需要保留乡村特

大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力度，实现农村振兴和农业农

色。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村庄人口分布极为分散的

村现代化建设目标，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要

乡村，宜以异地搬迁或就地保护为主。广大的传统

贯彻城乡融合平等发展的理念，树立城乡一盘棋的

农区与人口外迁地区，则宜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

发展思路，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要服务于城乡融合

级、基础设施投资等多种手段，实现农村与城市生

发展大局，切实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

活的平等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因地制宜

分的现实难题。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必须发挥我国各地典型乡
村的优势、特色，继承好优秀文化传统。
（四）避免增负担，乡村振兴要精进解压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各地如果只做
花架子不取得发展绩效、只铺摊子不取得实际进展、
只求过高标准不顾各主体承受能力，必然使乡村振
兴战略陷入误区，导致各主体负担猛增、压力陡涨，
最后造成怨声载道，落得一地鸡毛。乡村振兴要精
进解压，切实不给农民添压力重重的负担、不给乡
村增加不可承受的债务、不给基层政府强压超过承
受能力的任务、不给国家财政制造难以弥补的支出
窟窿。避免这种战略歧路，要采取系统对策。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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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Points, Development Path and Potential Trap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U  He-gu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AED),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AA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great strategic concept for our party to build a modern and powerful 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o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elliviat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society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we must grasp the four key points: defin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clearly, implement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grasp the primary elements and focus on the key problems. It is recommended to follow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following accurately four major routes, to avoid potential traps, to implement the rural-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eply，to build a new framework of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w Era;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