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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摘要】 中国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根据当前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变
化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
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
文明进步在内的全面振兴。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凋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破
解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和农民增收难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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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把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
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
要科学判断。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社会生产落后的状况。到201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达到8127美元，处于世界银行划分的
上中等收入经济的中间水平，其中，天津、北京、上海超过1.7万美元，江苏超过1.4万美元，已稳定进
入高收入经济行列。同时，我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
显著提升，2016年全国城镇化率达57.4%，已经稳定进入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
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落后而是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诸多方面，但主要集中体现在乡村发展方面。我国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平衡的发展的突出表现。自 2009 年以来，尽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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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 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

宜居美丽的现代化新乡村。因此，在新时代，要

然高达 2.72:1，仍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更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村大发展、大繁荣，

远高于 1983 年的水平。目前，中国依然是世界

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

上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2016 年，我国农村

任务，需要下大力气分阶段扎实推进。从总体

居民消费水平仅有城镇居民的 36.8%。同时，农

上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体可以分三步走：第

村发展严重滞后也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农村地

一步，从现在起到2025年，力争用8年左右的时

区不仅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基础设施和公共

间，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服务也十分薄弱，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生

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新乡村；第二步，从2026

产生活条件仍相当艰苦。在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

年到2035年，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农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农村地区已经成为全面小康

业农村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

的最大短板；而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大幅度縮小；第三步，从2036年到2050年，再

农业现代化始终是一条短腿，农村现代化则是薄

用15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弱环节。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将我国建成为农业现代化强国。

业农村现代化，将是加快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难题的重要举措和根本途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重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
荣，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实

所谓乡村振兴，就是通过大力发展，使乡村

现小康，最终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和农业农村现代

逐步兴盛和繁荣起来。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

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新时

的新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振兴不单纯是某一

代，中国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

领域、某一方面的振兴，而是既包括经济、社会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和文化振兴，也包括治理体系创新和生态文明进

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2016 年，我国仍

步在内的全面振兴。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

有 5.9 亿人口常住在乡村。即使到 2050 年，中

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当前，中央提出的乡

国城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城镇化率接近 “天花

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党的

板”，但仍将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常住在乡村。据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

联 合 国 经 社 理 事 会 人 口 局 的 预 测， 到 2035 年

体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

和 2050 年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将 分 别 达 到 71.1% 和

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这次中央提出

75.8%，届时乡村常住人口将分别达到 4.19 亿和

的乡村振兴战略，又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和面临

3.35 亿。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人口的小康和

的新形势，确立了新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

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那么中国的小康和现代化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将是不全面的。

新20字方针。这一总要求内涵更加丰富，领域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为广泛，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绝不

特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现阶段，

能建立在乡村衰败的基础上，城乡共荣是实现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按照中央提出的总要

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实施乡村振兴

求，扎实抓好以下工作：

战略，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

一是推动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和关键

会、文化振兴和生态文明进步，建设繁荣富强、

是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则经济兴旺。如果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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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撑，或者产业凋敝，乡村振兴将成为空中

给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带来多方面挑战。在新形势

楼阁。加快振兴农村产业，首先要坚守耕地红线，

下，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村级民

严格划定和永久保护基本农田，谨防借 “改革” “振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

兴” 之名，违法占用甚至非法批准占用耕地和基

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教育、引导、约束、惩戒作

本农田，大搞 “非粮化” “非农化”，由此影响国

用，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依法保障农民权

家粮食安全。其次，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加

益，建立更加公正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

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农业供给结构、质量

理体系，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和效率，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第三，充

五是改善农民生活。生活富裕是实现乡村振

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促进农业产业链

兴的重要标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通过

条的前后向延伸和农业与二三产业尤其是手工艺

乡村经济振兴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提高农

品、文化、旅游、康养、电商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进一步增进农民福祉，大幅

着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新兴服务业。

度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使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优化人居环境。按照生态宜居的要求，

和安全感更加充实。生活富裕的核心是农民增收

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功能完备、服务配

问题。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农民

套、美丽宜居的新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增收的源泉应该来自于农业和农村，而不是农业

前提。应当注意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农村之外的城市产业支撑。因此，未来农民的增

服务配套，一定要考虑到未来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收要在进一步减少农民数量的基础上，通过农村

趋势，实行城乡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为此，要

产业振兴和资源激活，逐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农

从城乡融合和一体化的视角，大力推进城市基础

业农村导向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行数量与质量并
重，在进一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

振兴乡村需要破解三大难题

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
率和质量；按照全面小康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

据我们研究，在2033年之前，我国仍将处

加强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尤其要加大

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农村面源污染、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力度。

进，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镇大规模迁移，这是一

三是促进乡村文明。振兴和繁荣乡村文化，

个不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

促进乡村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如果乡

大量农村青年甚至整户迁往城市，带来了农村人

村文化衰败，不文明乱象滋生，即使一时产业旺

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有

盛，也难以获得持续的繁荣。要全面振兴乡村，

效措施，很容易导致农村凋敝甚至衰败。实施乡

还应按照乡风文明的要求，加强村风民俗和乡村

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凋敝，促进城乡共

道德建设，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传承

同繁荣。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需要破解人

和弘扬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

才短缺、资金不足和农民增收难三大难题。

务体系，促进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实
现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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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破解乡村人才短缺的难题。近年
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批有知识、有文

四是强化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

化的农村年青人不断向城镇迁移，农村人口老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

化现象日益严重。2015年，全国乡村65岁及以

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2.0%，分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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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镇高2.8个和2.6个百分点。农民素质和科

财产净收入的贡献率只有 2.6%，而工资性收入

学文化水平也远不能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2015

的 贡 献 率 高 达 46.7%。 显 然， 这 种 建 立 在 农 业

年，全国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农村之外的城市导向型农民增收模式是难以持续

有7.7年，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高达

的，而且很容易导致农村的凋敝和衰败。随着发

8.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一大批有文化、

展阶段和国内环境的变化，目前支撑农民增收的

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爱农村的实用型人

务农、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已经逐渐减弱，而转

才，尤其是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公共服务、

移净收入也将会受到 “天花板” 的制约，未来农

公共管理、新兴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和管理人

民增收的难度日益加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

才。因此，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

增收问题，首先应该依靠新型城镇化大规模地减少

培养和吸引各种急需人才，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农民。在此基础上，如何通过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

略亟待破解的难题所在。

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激活农村资源等多

其次，要破解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目前，

元化措施，建立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持续增收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严重滞后，远不

长效机制，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破解的第

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6年

三个难题所在。

末，我国仍有31.3%的行政村未实行集中供水，
有80%的行政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有35%

多措并举促进乡村振兴

的行政村未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农村医疗卫
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也不能满

乡村振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

足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振兴、文化

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乡村治理和生态文明

发展到人居环境改善，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建设各个领域。在新形势下，要全面促进乡村振

而农村自我积累能力有限，投融资渠道不畅，资

兴，必须实行多措并举，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和

金有效供给严重不足。2016年，虽然我国仍有

力量，全面激活要素、主体和市场，从而激发农

42.6%的人口常住在乡村，但农户和农林牧渔业

村发展的活力和新动能。

投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7%。大力促进

一是切实做好乡村振兴规划。促 进 乡 村 振

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政府

兴，规划必须先行。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尽快

掌控的各种公共资源优先投向农业农村。然而，

组织编制《全国乡村振兴规划》，对实施乡村振

在当前全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政府财政支出压

兴战略进行总体部署和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

力日益加大并呈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政

战略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总体要求、发展目

府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能否充分发挥财

标和实施阶段，提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尤其是城市资

实现路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该规划的期限

本大规模进入，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难点所在。

可以考虑设为2018~2025年，远景目标可展望到

第三，要破解农民持续增收的难题。近年来，

2035年和2050年。各级地方政府也需要从本地

虽然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持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

实际出发，抓住重点难点，找准突破口，制定科

但应该看到，农民增收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

学的乡村振兴规划或实施方案。

尤其是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农业和财产性收

二是研究制定乡村振兴的标准。设计科学

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低。2014 ～ 2016 年，全

合理、适宜可行的乡村振兴标准和指标体系，是

国第一产业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只有 14.7%，

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如
FEB 2018

FRONTIERS

17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果标准定的过高，投入量过大，近中期将不易见

加大支持力度。当前，可以考虑设立中央财政乡

效；如果标准定的过低，将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村振兴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乡村公共设施、公共

达不到真正振兴的效果。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组织

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乡村振

研究力量，汇集相关领域人员，按照产业兴旺、

兴 示 范 区 建 设。 鼓 励 各 地 建 立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引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导基金，重点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和创新创业，引

要求，研究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乡村振兴

导乡村新兴产业发展，中央财政可以给予一定补

标准和指标体系，作为各地实践和评价的依据。

助。同时，要集中力量开展村镇生活污水治理行

三是实行差别化的推进策略。我 国 乡 村 地

动，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建设模式，加强农村污

域辽阔，村庄数量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水治理。要实施农村优秀民俗文化抢救、保护工程，

济特点千差万别，发展水平更是十分悬殊。截至

高度重视农村古村落、老建筑的保护，把乡村文化、

2015年，我国有54.21万个行政村、264.46万个

地方文化融入村镇规划和村镇风貌中，建设一批

自然村，村庄户籍人口高达7.65亿人。实施乡村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村。

振兴战略，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

五是引导全社会参与乡村振兴。振兴乡村

针对城郊型、平原型、山区型、边境型等不同类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要广泛引导全社会资源

型村庄，并根据其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各方力量参与乡村建设。要组织开展乡村振兴

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和推进策略，鼓励各地积极探

科技行动，加大科技普及和推广力度，鼓励和引

索多种形式的乡村振兴模式。同时，要鼓励有条

导科技人员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科技支

件的地区先行先试、超前探索，率先实现乡村振

撑。同时，要加强农村干部、农民和新型主体培

兴，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标杆作用。当前，

训，鼓励大学生和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创业，大力

可以考虑在不同类型地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一批

支持“城归”群体和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为

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每个示范区要从本地实

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充分发挥财

际出发，突出重点和特色，编制好科学的振兴规

政资金的作用，引导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

划和实施方案。此外，还要及时总结各地经验，

进入，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

加强交流和推广示范。

融，鼓励各金融机构创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

四是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 进 乡 村

金融支持和服务。

振兴，需要各级政府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进一步

责 编／郑韶武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Wei Houkai

Abstract: In China's efforts to finish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become a prosperous, democratic, civilized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modern nation as scheduled, the key and difficulties lie in the rural areas.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side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basis of changes in China's current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stage. In the new era in which the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y need is not simply rejuvenation in a certain area or aspect, but a comprehensive rejuvenation including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rejuvenation as well as innovation in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are
two connected communities that are interdependent,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side means to prevent the rural areas from languishing and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is strategy, we need to solve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talents, inadequate funds and
difficulty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Keywords: Rejuvenate the countrysid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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