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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举措。 基于浙江、安徽、四川 3省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
程度认知、满意程度评价，从需求视角剖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有待改善的重点领域。 研究表明：虽然
目前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的政策措施重点基本能契合农民的有关需求，但农民对改善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仍有较强烈的需求；在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农民最看重的基本
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与他们最不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
所体现的需求应得到不同回应；不同地区应基于农民的主要需求明晰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
领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成为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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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是改善农民生活、 促进
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 是推动农业农村发
展的动力引擎。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要“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
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9年中央“一号
文件” 明确指出，“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
共服务短板”，“全面提升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加
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见，改善
农村公共服务具有紧迫性。那么，哪些方面的农
村公共服务是需要特别加快完善的？ 如何加快
补齐有关短板， 从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

农民既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又是农村
公共服务质量的衡量者，其幸福感受公共服务满
意度的显著影响［1］，增强其获得感的重要措施是

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同时，农民更是完善农村公
共服务的核心主体，只有使具有乡土知识的广大
农民实现主体性参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才能更
加高效。 在新形势下，从农民的需求出发来完善
农村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从现有相关研究看，较多文献从供给视角
分析了新形势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所存在的
问题 ［2-3］、供给效率 ［4］和绩效 ［5］、供给模式及其
选择 ［6-7］、供给机制创新 ［8］和决策优化 ［9］，部分
文献分析了农村某一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效
果和影响因素［10］。

也有部分学者从农民需求视角探讨了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
分析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满意程度及其
影响因素［11-14］；二是专门分析农民对某一方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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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例如，分析
对医疗机构卫生服务的满意度［15］，对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的满意度［16］，对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的满
意度［17］，进而提出改善对策；三是研究农民对农
村不同公共服务的需求优先序，包括对不同类公
共服务和多项具体公共服务的需求优先序［18-20］，
从而明晰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点。综合来
看， 农民需求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
足：一是大多仅从满意程度这一角度来分析农民
的有关需求； 二是满意度大多被测量为离散变
量； 三是反映最新状况特别是多个地区对农村
公共服务最新需求的文献还不多。

鉴于此，本文试图弥补有关不足，其特色在
于： 一是综合从满意程度和重要程度评价两个
方面来分析农民的相关需求； 二是分析中考虑
了农民满意或不满意状况、 重要或不重要评价
在程度上的差异；三是基于 2013 年以来一些地
区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情况， 以及基
于已开展和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两类不同地区
的调查数据， 来反映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的最新需求状况。

只有找准当下农民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最关切、最烦心的事，考虑农民有关满意或不
满意状况在程度上的差异， 才能更严谨地明晰
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 才能更确切地
了解农民的有关需求，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措施才能有的放矢。本文基于对浙江、
安徽、四川 3 省的调查数据，先分析农民对农村
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 然后
分析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程
度的认知， 进而探索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的最紧要需求， 以期明晰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的重点领域， 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供镜鉴。

二、研究范畴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范畴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 保障全体公

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根据《“十三五”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涉及公
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
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
等八大领域。基于基本公共服务涵盖的范畴，结
合农村实际， 本文所分析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便民服务六个方面。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浙江、 安徽

和四川 3 省部分村庄农民开展的问卷调查。 这
3 个样本省份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具
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浙江省地处东部发达地
区，是率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省
份，率先将公共服务由城市向农村延伸，设立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把行政管理、行政审批、行
政服务延伸到基层 ［21］，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
系、创新供给机制等方面成效明显，无论是其
供给水平还是其供给质量， 都排名全国前列；
安徽省位于中部地区，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重
要突破，教育均衡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但仍存在总量不
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四川省
位于西部地区，农村虽已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城乡间
差距仍较大。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以及统
筹城乡发展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美
丽乡村建设自 2013 年在国家层面被提出以
来， 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美丽乡村建设实
践，农村的生产、生态和农民生活等各方面都
有了较明显的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明显
提高了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2］。 因此，调
查区域选择有必要考虑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
情况，将已开展和基本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
两类地区都涵盖在内。 考虑到这一情况，课题
组在 3个样本省满足这一要求的县（市）、乡镇、
行政村中随机选择 3 个县（市）、5 个乡镇、8 个
行政村开展调查，并在样本村随机选取农户发
放问卷，以户主或熟悉村庄情况的家庭成员为
受访者。 调查共发放问卷 420 份，其中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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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352 份①。 从有效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来看，
样本的地区分布基本均衡（见表 1）。 从样本农
户所在村的美丽乡村建设进展情况看， 约 30%
的样本农户来源于还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村
庄，约 70%的农户所在村已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从受访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特征看， 受访者
以 40 岁以上的男性居多，主要从事纯农业生产
或半工半农，家庭规模平均为 4.6 人，家庭年收
入水平平均为 61 493 元，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
以下的受访者约占 80%。 受访者具有一定的文
化程度，对村庄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明确表述
自己的观点及看法， 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可
信度。

三、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
满意状况

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状况与农民生产、 生活
息息相关， 农民对其现状的评价直接反映了村
庄的社会治理状况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
感觉，是一种主观认知和评价，重点呈现为心理
层面的体验［23］。 围绕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状况的评价， 课题组对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调查：第一，调查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
善状况的整体满意程度（答案选项包括“很不满
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依次
赋值为 1～5 分）；第二，进一步调查农民对农村
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

（一）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整体
满意程度分析

第一， 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
的整体满意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这一满意程度
的得分均值为 3.69 分，多数农民（64.04%）表示
“非常满意”或“满意”，表示“很不满意”和“不满

意”的农民仅占 9.06%。可见，就“群众满意”这一
根本目标而言，乡村振兴实践在加快推进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比较注重提高农民
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状况的满意程度。

第二，3 个省份样本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改善状况的整体满意程度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 浙江省、安徽省和四川省样本农民对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整体满意程度的评
分均值依次为 3.8 分、3.56 分和 3.73 分， 差异
不显著。 不过，这 3 个省份样本农民表示“非常
满意”或“满意”的人所占比例的差异明显，浙江
省、 四川省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72.1%和 65.3%，
而安徽省的这一比例明显更低， 为 55.8%；并
且，安徽省表示“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农民
约占 14%，明显高于浙江省（约 5%）和四川省
（约 8%）。这表明，虽然不同地区农民对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在整体水平
上差距较小，但在不同满意程度上的分化情况
有较大差异。

（二）对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
满意程度分析

第一， 农民对农村 6 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
状况的满意程度评价都处于中等水平， 基本偏
向于“一般”。 农民对农村 6 项基本公共服务改
善状况的满意程度评分均值都为 3.43 分以上
（见表 2，下页），且彼此间的差距不大，评分均
值的最大差距仅 0.39分。 可见，近年来，农村各
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总体上较均衡， 农民相

样本省 样本县（市） 样本乡镇 样本行政村 有效样本数（户）
浙江省 安吉县 下墅乡、孝丰镇 田垓村（53）、大竹村（21）、大河村（38） 112
安徽省 凤台县 杨村镇 店集村（62）、杨村村（43）、彭庄村（34） 139
四川省 崇州市 白头镇、桤泉镇 五星村（50）、群安村（51） 101

表 1 有效样本的地区分布

注：第 4 列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各村的有效样本数。

①调查内容还包括受访者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美丽乡

村建设开展情况、农民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方面

的认知和行为变化情况。 涵盖这些调查内容的有效样本

量是 402，由于所在村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 50 个样本
农户没有对村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作

出评价，因而本文研究中的有效样本量为 352。

农业经济 AGRICULTURAL ECONOMY94



关方面的满意程度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
第二，农村社会保障是农民对其改善状况

感到最满意的公共服务。 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
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评分最高（3.82 分），且感
到满意（包括“非常满意”或“满意”，下同）的农
民所占比例在农村 6 项基本公共服务中也最
高，达 70%以上。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作为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 农村社会保
障的重点领域在近些年的发展成效突出， 且城
乡间差距相对较小。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障方面，
2014 年起，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在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农
村养老金的覆盖率为 76.8%［24］。 在农村基本医
疗保障方面，2016年，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得以建立；截至 2018 年底，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 8.97 亿人。
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2018 年末共有 3520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①。

第三，劳动就业是 3 个省农民对其改善状
况都感到最不满意的公共服务，安徽省尤其要
重视改善这方面的公共服务。 在农村 6 项基本
公共服务中，农民对劳动就业改善状况的满意
程度最低，其得分均值为 3.43 分，对这方面感
到满意的农民仅占 48.87%。 同时，农民对劳动
就业改善状况满意程度的省际差异比较明显：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 四川省农民的这一满意程
度最高，得分均值为 3.76 分，感到满意的农民
占了约 60%；浙江省的县域经济有较好发展，有
利于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改善农村
劳动就业状况， 浙江省的这两个指标在 3 个省
中居于中等，分别为 3.41 分和 46.43%；而安徽
省农民对劳动就业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最低，
得分均值仅 3.2 分 ， 感到满意的农民仅占

36.43%。 结合安徽省出省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回
流趋势明显等现实特征， 安徽省应进一步重视
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持续
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

第四，3 个省份农民对除劳动就业以外的
农村其他 5 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的满意程
度在排序上有明显差异（见表 3，下页）。 具体而
言，其一，浙江省农民对医疗卫生改善状况的满
意程度最高， 而安徽省和四川省这方面的满意
程度在 5 项公共服务中排名居中 （排第 3），这
可能缘于浙江省通过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两下
沉、双提升”工程②和新型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 在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可得
性方面取得了更明显的成效。对“村里提供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吗”③这一问
题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浙江省农民的这
一得分均值为 3.78 分， 高于安徽省和四川省。
其二，公共教育的改善状况是安徽省农民最满
意的方面，却是四川省农民最不满意的方面。其
原因可能是： 安徽省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发展较
快，实现了从“人口大省”到“教育大省”的历史
性跨越，特别对农村公共教育扶持力度很大，通
过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改变了

具体方面的改善 均值（分）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医疗卫生 3.80 1.70 5.97 24.43 46.31 21.59
公共教育 3.77 0.57 6.27 27.07 46.44 19.66
文化体育 3.72 1.42 5.68 29.83 45.74 17.33
社会保障 3.82 2.56 6.55 20.80 45.58 24.50
劳动就业 3.43 3.98 10.23 36.93 36.65 12.22
便民服务 3.69 1.70 7.10 31.53 39.49 20.17

表 2 农民对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满意程度的评价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
t20190228_1651265.html。
②为有效破解城乡卫生资源不均衡这一长期存在的结构
性问题，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在 2013 年主导推进“两下

沉、双提升”工程，通过完善政策、创新机制，以“人才下沉、
资源下沉”为手段，努力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流向基层，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效率提升”。

③选项 1～5为很不能满足、较不能满足、一般、较能满足、
很能满足，将其依次赋值为 1～5分。为确保调查质量，调查
员详尽向农民解释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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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辉煌 40 年：安徽从“人口大省”转变为“教育大
省 ”， 教育经费投入翻了 570 倍 》，http://www.sohu.com/a/
284984761_120025576。
②调查中， 受访者被要求对两个选项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即区分第一重要项和第二重要项。

具体方面的改善
浙江省 安徽省 四川省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医疗卫生 3.85 1 3.64 3 3.97 3
公共教育 3.79 4 3.81 1 3.74 6
文化体育 3.82 3 3.54 4 3.85 4
社会保障 3.71 5 3.76 2 4.06 1
劳动就业 3.41 6 3.20 6 3.76 5
便民服务 3.84 2 3.36 5 3.99 2

表 3 不同省份农民对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状况满意程度的评价结果

“乡村弱”的局面①，教育均衡发展走在了全国前
列； 而四川省的农村公共教育近年来虽然也有
较大改善，但由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严重、农村
教育经费短缺、 农村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偏低与
结构不合理等， 农民这方面的满意程度相对更
低。其三，社会保障是四川省农民对其改善状况
感到最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 却是浙江省农民
对其改善状况感到较不满意的方面。 这可能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地区的农民对社会保障
服务有更高的需求有关。可见，各个地区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的短板有一定差异， 相关改进措施
应考虑区域差异性。

四、农民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
程度评价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农民对与
自身福祉密切相关的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重
要程度的认知情况如何呢？在这方面，相关调查
内容包括：第一，调查农民在村庄建设中最看重
方面的认知；第二，调查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
本公共服务重要程度的评价。

（一）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对改善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的看重程度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指南》这一国家标准所
涵盖的范畴， 笔者把村庄建设主要范畴综合为
七个方面：村庄规划、村庄设施建设、农村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村庄产业发展、改善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乡村文化发展、基层组织建设［22］。

调查中设置了问题 “乡村建设中最重要的
两项内容依次是什么” 以了解农民最看重的方
面。 从调查结果看，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了两个
选项②，有 15个受访者仅选取 1个最重要项。 在

第一重要项的选择上，认为村庄设施建设最重要
的农民所占比例最高，为 31.59%；而认为改善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农民仅占 5.72%；在第
二重要项的选择上，认为村庄产业发展是第二重
要项的农民所占比例较高，占31.34%，而认为改
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第二重要项的农民占
13.93%。 可见，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不是农
民最看重的方面。

不过，在乡村建设的七个方面中，农民对于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是较看重的。调查中询
问了农民“您认为该项事情（内容）对于乡村建设
的重要程度如何？”（其答案选项包括“很不重要”
“不重要”“一般”“重要”和“非常重要”，将其依
次赋值为 1～5 分），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对乡村
建设七个方面重要程度的评分均值排序依次
为：村庄设施建设（4.48 分）＞改善村庄基本公共
服务（4.44分）＞村庄产业发展（4.40 分）＞村庄规
划（4.39分）＞基层组织建设（4.36 分）＞农村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4.34 分）＞乡村文化发展（4.19
分）。 可见，农民对改善村庄基本公共服务相对
较看重， 其重要程度评分均值在乡村建设七个
方面中排第 2位。特别地，在已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的地区， 改善村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度
评分均值超过了村庄设施建设，上升为第 1位；
不同于安徽省和四川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更高的浙江省的农民最看重改善村庄基本公共
服务，其重要程度评分均值排在首位，超过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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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面的改善 得分均值（分） 很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后两者合计（%）
医疗卫生 4.46 0.3 0.3 17.56 35.32 46.52 81.84
公共教育 4.47 0 0.9 17.26 34.33 47.51 81.84
文化体育 4.03 0 1.7 30.39 43.78 24.13 67.91
社会保障 4.59 0 1.1 14.82 27.61 56.47 84.08
劳动就业 4.22 0.6 2.6 24.17 35.57 37.06 72.63
便民服务 4.08 0.3 1.1 28.7 43.53 26.37 69.90

表 4 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程度的认知状况

具体方面的改善
浙江省 安徽省 四川省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医疗卫生 4.43 3 3.71 3 4.17 1
公共教育 4.47 2 3.78 2 3.88 3
文化体育 4.05 4 3.37 6 3.53 6
社会保障 4.59 1 3.81 1 4.04 2
劳动就业 3.93 6 3.68 4 3.86 4
便民服务 4.01 5 3.41 5 3.67 5

表 5 不同省份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程度的评价结果

村建设的其他方面。 可见，随着村庄设施、村庄
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
高， 农民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会渐
趋强烈。

（二）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重
要程度的评价

为了解农民对于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
务重要程度的认知情况，我们在问卷设计中对农
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均设置 “很不重要”“不重
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5个选项 （依次赋
值为 1～5分），调查分析结果（见表 4、表 5）表明：

第一， 社会保障是农民最看重的公共服务
内容。 改善社会保障的重要程度评分均值在农
村 6 项基本公共服务中最高，为 4.59 分；同时，
84.08%的农民认为改善社会保障重要（包括“非
常重要”和“重要”，下同），特别是在已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的地区，认为改善社会保障“非常重要”
的农民占了 97.18%。

第二，除社会保障外，农民还比较看重公共
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劳动就业的改善，而对文化
体育的改善不太看重。 无论从其重要程度评分
均值看， 还是从认为其重要的样本所占比例来
分析，均可得出此结论。这 3项公共服务的重要
程度排在第 2 至第 4 位。 在农村 6 项基本公共

服务中， 完善文化体育的重要程度评分均值最
低。 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与其生产、生活和其
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村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
在这方面的需求水平还不高， 且目前的农村文
体设施建设已有较好推进， 能基本满足农民这
方面的需求。 对“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所在村
庄是否开展了文体设施建设项目”的调查结果
显示，82.27%的样本农民所在村实施了文体设
施建设项目，浙江省、安徽省和四川省样本农民
的这一比例依次为 77.68%、81.20%和 96.04%，
呈现“文体设施基础越差的地区这方面的建设
力度越大”的特征。而在所在村庄实施了文体设
施建设项目的样本农民中，有 82.28%的农民从
这些文体设施建设项目中受益， 且浙江省受益
的样本农民所占比例最高（为 86.21%）。 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民对文化
体育服务的需求水平会逐渐提升， 乡村振兴实
践要重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

第三， 浙江省和安徽省农民最看重农村社
会保障的改善， 而四川省农民最看重农村医疗
卫生状况的改善（见表 5）。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 四川省农民已对农村社会保障改善
状况最满意，而浙江省、安徽省农民这方面的满
意程度在农村 6 项基本公共服务中分别排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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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面的改善
重要程度 满意程度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得分均值 得分排序
医疗卫生 4.46 3 3.80 2
公共教育 4.47 2 3.77 3
文化体育 4.03 6 3.72 4
社会保障 4.59 1 3.82 1
劳动就业 4.22 4 3.43 6
便民服务 4.08 5 3.69 5

表 6 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度与满意程度评分

和第 2（见表 3）。尽管 3个省份的农民较看重的
3 个方面和较不看重的 3 个方面都一致， 但由
于各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 农民
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程度的排序
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五、综合分析

结合前文以及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
共服务重要程度与有关状况满意程度的评分和
排序结果（见表 6）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 农民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有较
强烈的需求。 农民对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
务的重要程度评分都在 4 分以上（即超出了“重
要”的程度），而农民对有关状况的满意程度评
分都在 4 分以下（即达不到“满意”的程度），农
民的有关满意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其重要程度评
分。可见，农民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关
需求在程度上还没有得到满足， 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亟待改善。

第二， 目前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的
政策措施重点基本能契合农民的有关需求。 根
据调查结果，对于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农民所关切的方面依照其重要程度由高到低依
次为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
便民服务、文化体育；而从农民对这些公共服务
改善状况的满意程度排序结果看， 前三者依然
排在前三位，后三者依然排在后三位，只是位次
上与所关切方面的排序稍有差异。可见，当前农
村改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先序基本能匹配
农民对各项服务的期待优先序（即农民满意程
度更高的方面基本能与农民认为更重要的方面
实现对应）。表 3以及相关调查结果也部分论证

了这一点。 社会保障是农民最看重的农村公共
服务领域， 而农民也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效果较好（评分均值为 3.94 分），村里购买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也多（评分均值为 4.29
分）。 医疗卫生作为农民第三看重的方面，村里
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基本能满足农民的
需求（评分均值为 3.74分）。

第三， 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实
践中， 农民最看重的基本公共服务与他们最不
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体现的需求应得到不同
回应。从表 6可以看出，在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
务中，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是农民最看重、
最关切的两个方面， 重要程度的评分均值在
4.45 分以上； 而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是农民对
其改善状况最不满意的两个方面， 满意程度的
评分均值在 3.7 分以下，满意程度一般。 可见，
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
板， 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切实提
高农民的满意程度； 而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公
共教育则能回应农民的关切。 政府相关行动要
基于不同政策目标抓住着力点， 以提高公共服
务效率。

第四，不同地区应基于农民的需求明晰完
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 不同地区农
民所看重和不太满意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有所不同。从农民所看重的领域看，浙江省和安
徽省农民最看重改善农村社会保障， 而四川省
农民最看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 从农民最
不满意的领域看，3 个省份的农民对劳动就业
改善状况都最不满意。 从满足农民需求的角度
来说，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的完善和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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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习近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http:
//www.gov.cn/xinwen/2018-07/05/content_5303799.htm。

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序。 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完善的重点领域看， 浙江省和安徽省要以改善
农村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服务为重点；四川省应
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劳动就业服务为重点。

第五，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成为提
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前
文的分析表明， 社会保障的改善既是农民最看
重的， 又是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中农民感到
最满意的。 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
平的“调节器”、维护农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
能调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25］。因此，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来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良好民意基础。 从实践和
相关研究看， 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存
在着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受益范围有待拓宽、资
金相对紧缺、社保机构办事效率不高、服务保障
缺失、制度发展不均、责任分担机制不明确等问
题［26］。各地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应重视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实践主体， 是村庄
建设的直接参与者、直接受益者、意志主体、决
策主体和价值主体 ［27］，而与农民生活最直接相
关、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农村公共服务尤其
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28］。 重视改善农民所看重
的公共服务、解决农民所烦心的公共服务问题，
是“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①的重要实
现途径。

本文从农民需求出发， 综合分析了农民对
改善农村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度认知和
有关状况满意程度的评价， 进而探索了农民这
方面的需求和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领
域。 研究表明，第一，虽然目前促进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改善的政策措施重点基本能契合农民的
有关需求， 但农民对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仍
有较强烈的需求。第二，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
乡村振兴实践中， 农民最看重的基本公共服务
（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与他们最不满意的

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所体
现的需求应得到不同回应。 公共服务的重点领
域：浙江省和安徽省要以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劳
动就业服务为重点； 四川省应以改善农村医疗
卫生、劳动就业服务为重点。 第三，完善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可以成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

基于以上结论，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初
期，在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养老、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和加快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不宜采取
“撒胡椒面”的方式，而应有所侧重，知民之所
需，供民之所求。

第一， 建立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尊重农民的真
实意愿并满足其重点需求。 由于供求信息不完
全对称以及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对农民需求的
忽略， 农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与地方政府的
目标可能不一致， 从而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背景下， 应建立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充分尊重农民
的意愿，考虑并满足农民的重点需求，优先改善
农民满意程度最低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 重点
提升农民最看重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 提高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优先
改善农村劳动就业和便民服务这两个领域的公
共服务质量， 重点提升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教
育这两个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建立有效的群众参与机制，促使农民
实现自主性嵌入。 不应让农民成为农村公共服
务的被动接受者，而应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
保证农民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
督权，并真正共享相关成果，发挥村级组织和农
民个人在构建健全、完善、惠及全民的农村公共
服务体系的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通过以奖代补、
项目补助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能直接受益的社
会事业公共设施的建设或公共服务的供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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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升农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第三，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投入机制，

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推进精细化公共服务供给。
农村地域广大， 各个地区农村公共服务的短板
以及农民所看重的领域有一定差异，要尽快、更
好地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除政府要增加直接投入外， 还应积极利用市场
机制、社会力量、农村社区和农民自身的力量，
逐步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 在政府主导的前提
下强化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改善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质量，推进精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切
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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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sidents’ Needs

CHEN Qiu-hong

Abstract: Putting forth efforts to lengthen the short stave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ejiang, Anhui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is
paper describes rural resident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related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ke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sidents’
need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rstly, rural residents have strong needs for improving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lthough the main related policy measures can basically meet their relevant needs. Secondly, the
aspects that farmers value most (includ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and that they most
unsatisfied (including rural labor and employment, rural convenience services) need to be responded
differently in the practice of improving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key
areas of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should be clarified based on rural residents’
need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irdly, improving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an be made as an important
grasp to improve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sidents’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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