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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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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被寄予厚望，也迎来发展机遇。结合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要通过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破解农业创新驱动瓶颈、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完善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通过成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新引
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粘合剂、乡村就业创业置业的新选择，为乡村产业全面振兴提供
源头活水；通过发展小农户的紧缺服务业务、开辟小农户的服务成长路径、创新小农户的
服务联结机制、适应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提供桥梁纽带；通过
探索创新推进农业资源保护和清洁生产、增加农业生态产品的服务业务，为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提供有效抓手；通过形成服务链条、搭建服务平台、完善金融服务，为合力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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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重要特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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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
史阶段，需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
充分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韩长赋，2018）。对此，十九大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
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部署。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特别是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产业路径，
赋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更多职能。既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广阔空
间，也为其在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建设现代化乡村经济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新作
用提出更高要求。

一、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实现乡村产业兴旺要把农业摆在突出位置。目前，农业发展问
题主要是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按照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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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和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的要求，必须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动农业发展质量、效率及动力变革，提高农业创新

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及经营体系。因此，需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技术及主体支撑。
一是为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提供支撑。持续性农业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取决
于耕地质量，基础设施、装备和信息化水平，技术储备和应用水平等。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虽
不可替代各级政府在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方面投入，但可促进各级政府加快农业生产能力建设，发挥
耕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和信息化投资、新技术推广应用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把耕
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服务、农业基础设施管护运营服务、农业装备和信息化应用服务、新
技术推广服务等作为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业务，通过服务链接型规模经营破解新技
术、新装备、新设施和新服务进村入户的难题。如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实现全程机械化，
克服小农户规模障碍，将大型农机装备与小农户生产方式结合；通过为深松深耕、秸秆还田等作业
服务提供补贴，培育上述环节作业服务业，可加快保护性耕作技术和资源利用技术在小农户生产中
的推广。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方面拓展服务、创新服务、提高质
量，为形成可持续性农业生产能力提供支撑。
二是为破解农业创新驱动瓶颈提供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战
略支撑，也是当前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瓶颈。农业创新主体与农业创新应用主体分离①，需完善
的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系作为支撑。农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一直是农业创新
驱动的瓶颈，导致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率低、农业创新需求传递不畅。要破解此瓶颈，需要以更贴近
农业经营主体需求、成果转化应用率更高的服务，完善农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加快突破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如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农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面向涉农企业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的农业创新服务体系（网络）、创新公益性技术服务与经营性服务业务的结合形式等。要求把推动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健全完善农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服务体系结合，提高到建设创新要素高效配
置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高度。需要大力支持发展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领域的专业服务，培育农
业创新服务主体，畅通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创新主体的需求传递渠道，增强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协
作，推动关键性、自主性、前瞻性、原创性、实用性和引领型的农业科技创新，使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成为农业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的产业支撑（姜长云，2019）。
三是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农业转型升级的方
向是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效率，建成现代农业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农业为服务对象，引领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
能力是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围绕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以提高其发展质量。通过优质服务的集群集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推动农业生产力布局优
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助力区域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通过解决关键性、区域性服务短
板，克服制约农业转型升级障碍，如发展废弃物资源化集中利用服务、标准化生产和质量信息追溯
服务、仓储物流和产销衔接服务等，打通农业专业化、集约化、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①受农业产业特性和保障农业安全重要性的影响，多数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一般性的技术创新也具有不同程

度的公益性，决定了农业创新主体主要是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机构。一般性的农业技术创新，多数也需要依
托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而农业创新应用主体主要是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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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同时，通过发展品牌、金融、营销、设计和中介等高端服务业务，借助互联网、电商
等新兴手段，提高农业发展层次。最终，形成与农业产业链紧密贴合的农业服务链，发挥农业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升级“助推器”的作用。
四是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支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在坚持家
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基础上，构建家庭、集体、合作及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未来，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成
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既通过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丰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成员构成，
也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衔接现代农业提供渠道、创造条件。农业经营主体的加速分化，推动分化
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需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层分类和网络联结发展，同时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挥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协同带动作用。建立和
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必须重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也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
更多支撑。如处理好服务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与服务小农户的关系；创新发展农村产权交易服务，
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支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集体经济组织拓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务，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通过打造高效、便捷的农业
生产性服务平台或网络，创造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错位竞争、分工协作、网络联结的环境，为提高
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水平创造条件。

二、为乡村产业全面振兴提供源头活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
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要“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加快发展根植于农业农村、由当地农民主办、彰显地域特色和乡村
价值的产业体系”。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服务于培育乡村产业、乡土产业，助力构
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
一是成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新引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
农村产业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乡村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新时代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要把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作为培育乡村产业发展新空间、新动能
的主要抓手和切入点。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作为发展壮大乡村产业的重
要措施 ② 。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壮大、提质增效，从农业附属地位成长为农业现代化
的带动力量，从乡村产业体系薄弱环节成长为现代化乡村经济体系的增长极点，成长为城乡产业
融合、要素互动的“催化剂”
“ 加速器”
“ 润滑剂”。努力形成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引领支撑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格局，推动农业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为乡村各次产业繁荣发展奠定
基础。
二是成为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的粘合剂。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乡村产
业振兴、农村繁荣富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乡村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农村各次产业在融合发展
中同步升级、增值和受益，需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载体打通农村一二三产业间的联
②综合文件原文内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乡村新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包括“统筹农产品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

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支持供销、邮政、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等开展农技推广、土地托

管、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性服务”；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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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断点，推动城乡和农村内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在打通
产业联结瓶颈、促进要素渗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芦千文，2019）。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
升级过程，服务于培育乡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产业融合的新载体、新模式。其业务拓展，
应注重顺应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深入挖掘农业农村资源的新功能和新价值，如生态涵养、休
闲娱乐、健康养老、观光体验等，推动乡村资源全域化整合、多元化增值；以新产品、新服务催
发新的消费热点，促进农产品和乡村资源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值。其产业创新，应瞄准构建全
程覆盖、区域集成、配套完备的服务体系，集中在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绿色技术、共享经济等
领域，加快涌现融合渗透能力强的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产业链下沉，改变农村只卖原料的格局。
同时，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成服务创新，发展农业生产性集成服务平台、网络、体系和组
织，为农业产业延伸、功能拓展和价值提升、业态创新等提供新平台、新载体，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创新。
三是成为乡村就业创业置业的新选择。建设现代化乡村经济体系，要把调动本地乡土人才和
各类返乡、城市人才在乡村就业创业置业的积极性作为着力点，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关键的“人
气”和智力资源。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为各类人才在乡村就业创业置业创造良好条
件，为农民深度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便利和支撑。需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抓紧推进服务联结机
制的创新，加强信用、担保、保险、信息、资金、法律、知识、产权、劳动、技术、订单和交易
等服务环节；抓紧发展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如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返乡创业园等，完
善乡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体系，协调解决用地、信贷、招工、引智等难题，为各类人才和农民参
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渠道、便利和支撑。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要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
优先选择领域，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真正发展成“根植于农业农村、由当地农民主办、
彰显乡村价值”的富民利民产业。为此，必须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要素市场
建设，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列为促进乡村就业创业创新的优先支持领域，给予更多财政、税费、
用地等政策支持。

三、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提供桥梁纽带
党的十九大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 年中央一
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对此做出专门部署，把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路径。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提出，
“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
“开展农
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把
“促进小农户生产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作为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举措，提出“大力培育新型服务主体，
加快发展‘一站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在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③ ，主要措
施就是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出要培育适应小农户需求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加快推进
③该文件提出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完善小农户扶持政策五方面措施。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推进面向小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功能五条。其中，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
功能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如提升小城镇服务农资农技、农产品交易等功能，合理配置集贸市场、物流集散地、农村电商平
台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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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向小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为小农户提供定制化、专业
化服务。为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顺应未来小农户的分化趋势和发展需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一是发展小农户紧缺服务业务。小农户与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内容、结构、层次明显
不同。要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作用，必须为小农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支撑，满足小农户服务需求。需要把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紧缺服务作为未来发展重点。
紧缺服务业务包括优质农资供应、绿色生产技术、农机作业、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产品初
加工、产销衔接、技术培训、市场信息、保险担保和资金服务等，以及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结
合的单环节、多环节及全程化托管等服务领域。围绕紧缺急需的服务业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
把建立面向小农户的服务体系作为提高发展质量的主要方向。
二是重视小农户服务成长路径。从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演变规律可知，农业服务户和农户
型组织是农业产中环节的优势服务主体。农业服务户是中国农户群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农户
分化的重要方向（芦千文，2018）。目前，在农机作业、农资零售等服务环节，农业服务户仍是主
要供给主体。说明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一直是小农户的重要成长路径。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要充分发挥小农户在服务供给中的作用，重视培育和扶持农业服务户和农户型服务组织，让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小农户的重要成长路径和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选择。应加大对培育多元化农业
服务户及相应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为小农户参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创造良好环境。把农业服
务户列入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扶持范围，形成农业服务户、农户型服务组织与其他各类农业服务
主体错位竞争、网络联结的发展格局。
三是适应小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小农户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为中国主要农业经营主体，也
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的主要服务对象。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处理好服务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关系，适应小农户兼业化的经营方式、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以及零散化的服
务需求。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充分考虑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设计，应通过服务方式、服务机制、服务体系的创新，将现代农业要素
和生产方式导入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中，实现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现代化。近年来，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各类涉农服务平台④迅速兴起，适应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现代化农业
服务帮助小农户实现与现代农业的衔接（芦千文，2018）。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今后发展方向的选择，
应注重探索发展适应小农户的服务方式，大力培育服务一家一户、千家万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
织。
四是创新小农户服务联结机制。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发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带动作用，也是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渠道。以农业生
产性服务介入小农户生产经营过程，可以全面掌握小农户的生产经营信息，提高其经营能力和技
术水平，为提高小农户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水平，采取有效的信息追溯奠定基础（芦千文，2018）。
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以服务补充、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形成许
多行之有效的服务联结机制。今后不断创新与小农户的服务联结机制，将是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带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和着力点。因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应注重丰富和拓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与小农户的服务联结渠道，尤其
④主要是在乡镇或村里设置服务站点的农业服务超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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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创新技能培训、素质提升等服务业务，把增强对小农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带动作为服
务联结机制创新的主攻方向。

四、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供有效抓手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应突破小农户分散化
生产方式的障碍，化解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不经济、成本高、效益低等难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提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
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将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化为市场
化、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以集中统一服务的方式，实现绿色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效益，是
推动小农户转向绿色生产方式的有效手段。因此，要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方向与探索
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结合起来。
一是发展促进农业资源保护的服务业务。有效保护和利用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是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提。可将农业生产活动的多重属性与农业资源的保护利用结合，
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向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延伸提供空间。如农业节水可通过发展用水协会、统一灌
溉服务、水权交易服务等实现；耕地和林草保护可通过发展与轮作休耕、退耕还林还草等配套的
服务业务，提高轮作、休耕、退耕的综合效益。通过提供服务支持，降低生产成本，也可将小农
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转化为资源保护行为，如保护性耕作作业与生物统防统治服务等。
二是发展推进农业清洁生产的服务业务。农业清洁生产是农业绿色生产的关键环节，包括农
业投入品的规范化管理、减量化使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农业产业模式的生态化等。小农户
若想实现农业清洁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结合是较有效方式。如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农
业生产性服务，易实现化肥农药等投入品规范化管理、信息追溯、风险控制和减量使用，避免组
织对接分散化小农户的高成本、低效益。秸秆、畜禽粪污、废旧地膜和包装、农林产品加工剩余
物等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需建立完善的收集、转化和利用网络体系，才能克服小农户分散
化生产方式的障碍，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效益。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务结合的清洁生产方
式，通过有效集成转化为种养循环一体化、农林牧渔融合绿色循环等产业生态化服务模式。
三是发展增加农业生态产品的服务业务。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可促进乡村生态和经济发
展良性循环，实现农业产业链拓展、升级和农业多重功能价值。此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发挥作
用的领域。如为传统农耕活动向观光农业、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等转化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撑；为
发展生态农庄、田园综合体、乡村生态产业链等提供区域性、系统性、综合性解决方案等。随着
城乡居民对农业生态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个性化、体验化、订制化产品需求的出现，对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技术和支撑作用要求更多、更高、更全，更需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服务拓
展和业务创新。
总体而言，目前服务和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业务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
发展机遇和潜力所在。农业绿色生产方式的技术和服务支撑具有较强公益性属性，服务主体和服
务市场的自我发展较缓慢，需以政府优惠政策加速催发。在具体支持方式选择上，可整合相关政
策资源，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快推动相关服务主体和业务发展。

五、为合力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效渠道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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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加快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第十篇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作出专门部署，明确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推动

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举措和优惠政策引导下，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优质资源要
素迫切需要高效顺畅安全的下乡通道，以尽快形成全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因此，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要注重选准突破口、切入点，构建有效的要素投入渠道，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
效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和主要路径，具有较强要素渗透
力、产业粘合力和辐射带动力，可为各类人才和要素对接产业、选择对象提供服务支撑，也可作为
“中转站”
“集散点”成为各类人才和要素下乡的承接主体。体现了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要求。为此，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着力满足作为各类人才和要素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渠道
的需要。
一是形成畅通资源要素下乡通道的完整服务链条。各类资源要素下乡从事涉农产业，需要由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决定流向。但目前，农村农业要素市场建设水平总体较低且参差不齐，容易
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使用浪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展可改变这一局面。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业态、模式创新使其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点，可吸纳大量资源要素。涉农信息、法律、中
介等服务业务的发展，助其对接各类涉农发展主体，为各类资源要素进入农业提供服务支撑，并
引导其流向乡村振兴最需要领域。同时，加强不同环节服务的有效整合，形成与农业产业链、供
应链和农村产业体系紧密贴合的服务链条，既可畅通各类资源要素下乡的产业通道，也可带动农
业产业链下沉乡村，加快地区间产业转移，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因此，要成为各类资源要素下乡
务农的产业通道，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抓紧补足城乡产业衔接和要素资源对接的服务短板，打
造上联城市产业体系和优质资源要素、下结乡村经济体系的高效服务链。
二是搭建破解各类人才使用瓶颈的有效服务平台。涉农服务平台可以成为各类人才发挥支农兴
农作用的舞台（芦千文，2018）。城乡各类人才来源广、范围宽⑤，若无有效的支点、载体，很难发
挥应有作用。受农村经营主体散、弱、小影响，人才需求虽强烈，但一直存在“请不来”
“ 用不起”
“留不住”的问题。各类人才虽有服务乡村意愿，但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各类涉农服务平台的兴
起，尤其是集成整合人才、智力、科技等创新资源的服务平台，为整合乡村人才需求，对接各类
人才资源提供契机。上述服务平台的发展，使各类人才由直接面对单个主体转向面对整个区域，
发挥作用空间得以拓展，降低单个主体人才使用成本。由服务平台整合使用各类人才，使单个主
体选择范围扩大，灵活性增强，便于各类人才高效、快捷地服务乡村，提升智力下乡效率。新时
代推进乡村振兴，更要求智力资源“下得去”
“ 留得住”，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这要求涉农
服务平台的创新发展，要注重各类人才汇集带来的智力资源转化成乡村本土发展主体的发展能力。
为此，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涉农服务平台，要加强面向小农户的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服务，健全下乡智力资源向乡村发展主体能力的转
换机制。
三是完善承接城乡金融资源回流的有序金融服务。涉农信贷、信用、担保、保险等金融服务
⑤根据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村专业人才队伍有农业科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乡

村教师、大学生村官、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各界人才有企业家、党政干部、专
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

·39·

芦千文：新时代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要求

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金融资源流向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保
障。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各类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
村，必须加快健全适合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破解金融资源下乡难的瓶颈，把金融资源配
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19 年 1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

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完善金融服
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其中，把国家粮食安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
农户作为农村金融重点服务领域，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既明确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服务
业务的发展方向，也提出更高要求。具体包括要探索创新农业科技与资本有效对接的金融推进机
制，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探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推进机制，有效满足重点领域、
重点主体、重点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⑥；建立分层分类的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体系，依托核心企
业提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资
源承载力。同时，还要加快新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拓宽农业农村抵质押物范围，完善“三
农”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快健全农业保险、担保、信用体系，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
农产品期货（权）和农业保险、担保等联动机制，推动农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总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按照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要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瞄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抓住乡村振兴过程中潜在机遇，在
培育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破解资源要素制约瓶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要成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率先拓展服务业务、健全服务体系、创新服
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成为乡村产业体系中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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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按照文件要求，重点领域包括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研发、高端农机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业、智慧农业产品技术研发推

广、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及烘干等，以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和农村康养等产业；重点主体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重点平台包括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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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judgment on the ent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and made a decision on pursuing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en placed high expectations and ushered i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needs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were analyzed. It was believed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strive to become a powerful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y consolidating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breaking bottleneck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 source of

fu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by becoming the new engine of modern rural industry system, the bo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new choice of rur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 bridge
link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rough developing the service business, making service
growth path, innovating service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small farmers, and adapting to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small farmers; an effective grasp of implemen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service business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cleaner

production,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channels for joint efforts to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forming service chain, building service platform and improving financial servic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 rural vitalization; encourage small farmers to become

involved in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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