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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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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个关键点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

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合法、合理地分享城市化的“红

利”。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多种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产业振兴才有深厚的底蕴。要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为城乡融合背景下保护农民的权益奠定坚实

的产权基础。要促进绿色发展，推动乡村生态振兴。要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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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初叶，我国经济的增长面临着国内需求不足和城乡发展失衡的突出矛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

告指出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明确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此后，中央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工作文件。尽管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但

城乡二元结构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客观上要求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政策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个关键点是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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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土地是农民拥有的最大财产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什么？是以集体成员身份共同拥有的农村土地。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主要成果及其他相关数据显示，在全国144亿亩国土面积中，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总面积为66.9亿亩，包括

55.3亿亩农用地和3.1亿亩建设用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总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46%（见表1和表2）。农民对

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 农村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调整方向，近年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

（2012）曾强调：“我们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

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与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实现跨省调剂，所有收益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与

表 1：全国土地资源构成

类别 数量（万平方公里） 数量（亿亩） 占全国国土面积比例（%）

建设用地 32.00 4.80 3.00

耕地 122.00 18.30 13.00

园地 11.50 1.73 1.00

林地 236.00 35.40 25.00

其他农用地 25.50 3.83 3.00

牧草地 262.00 39.30 27.00

未利用地 271.00 40.65 28.00

总面积 960.00 144.00 100.00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2013）。

表 2：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构成

类别：农村集体所有土地 数量（万公顷） 数量（亿亩）
占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总面积比例

（%）

集体建设用地 2066.67 3.10 4.60

其中：宅基地 1133.33 1.70 2.50

农用地 36866.67 55.30 82.70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总面积 44600.00 66.90 100.00

资料来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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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财政部：《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2 文章中凡是标明页数的皆引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相对照，应该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提法是

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

在现有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制度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收益已成为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018年，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578.49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为

85804.11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达65095.85亿元，增长25%，占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6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88198.26亿元，增长8.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相关支出69941.04亿元，增长34.2%1，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7%。

以往的相关政策严格限制土地整治后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市、区）流转，是为了遏制地方政府通过

卖地，推行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冲动。同时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得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城

市和园区建设，返还给农业和农村的份额很少（张晓山，2018）。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土地

增值收益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破解‘农村的地自己用不上、用不好的困局’”（第40页）。2我们对

以往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也验证了这一论断（见表3）。值得说明的是，正是由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必然会损害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土地增值收益，近年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推进较为缓慢。因此，只有全面深

化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才能真正落实（张晓山，2019a）。

未来资本化的土地资源如分配和使用得当，可以使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合

法、合理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并且完全可以支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乡村振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所

需的运作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将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

表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支出结构

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支出总额

（亿元）

其中：
（1）征地和拆
迁补偿支出
（亿元）

（2）土地开
发支出（亿

元）

（3）城市建
设支出（亿

元）

（4）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支
出（亿元）

（5）补助被征
地农民支出
（亿元）

（1）与（5）之和占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支出总额的比例

（%）

2007 6044 1609 660 2237 184 79 27.9

2008 9525 3508 860 3024 338 158 38.5

2009 12255 4774 1249 3341 433 195 40.5

2010 26622 10207 2480 7621 1077 457 40.1

2011 31052 14359 5325 5565 760 690 48.5

2012 26664 13829 5116 3049 486 521 53.8

注：其他的一些支出项，如土地出让业务支出、廉租住房支出、教育资金安排的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棚户区改造支出等项未列入。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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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关键性的位置。

三、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村产业振兴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收

入”（第146页）。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是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这两部分收入的增长就要靠发展产业来

实现。发展现代农业是产业兴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 多元并存的农业经营模式和农业经营主体将长期存在，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是我国

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全国规模经营农户仅占农业经营户的1.9%。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生猪养殖场户约有2600万户，但主要以小散户为主。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场户约18.7万

户，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户约4000户。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是大量小规模兼业

农户、传统小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新型主体并存；农业经营

体制和经营方式是传统农业、口粮农业(生存农业）与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高的现代大农业并存。长

期来看，在我国人多地少和城镇化进程的现实背景下，农业经营模式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仍会持续。

截止到2016年底，把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7000多万户，流转的土地约

4.7亿亩，占农民承包地总面积的35.1%。没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约1.6亿户，约占全部农户的70%。这些

自己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大部分劳动力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他们多是返乡的第一代以及部分第二代农

民工，进城打工后不能为城市所接纳，在外出打工的最佳劳动年龄过后只能返乡。他们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传

统经营主体，也就是传统小农户，他们很难再离开农业和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数量会逐步减少，但

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活跃期可能还会有相当长时期；他们的利益诉求必须得到重视，他们的生产经

营活动应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使他们能分享到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利益（张晓山，2019b）。

（二） 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经营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产物，理论上是可以发展成现代化农业，产生规模化效益。为此，要完

善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办法，坚持集体所有权，保护农户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积

极推进将部分农田从那些离土离农的农村人口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过来，采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培育发展

家庭式农场，鼓励各地区探索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归纳整理可复制的推广的先进经验。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

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起来，遵循民主管理的原则，成立了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到2019年7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20.7万家。发展现代农业，就

要不断发展和壮大包括农用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销售、加工和农业生产服务在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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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平等的合作伙伴，这将是稳定农产品供求关系，保障小规模农户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社已成为组织服务农民群众、激活乡村资源要素、引领乡村产业发

展和维护农民权益的重要组织载体，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在助力

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小农户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农业龙头企业一起，构成了农

业生产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为小规模家庭经营以及其升级版（家庭农场）提供了全方位

的服务，夯实了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确保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今后要引导合作社增强合作属性，鼓励农

民按照产业发展需要成立合作社，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三） 大力培育高素质新型农民
2018年, 我国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的60%。新形势下，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农民工返乡并不等

于返农，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返乡从事农业，做一个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合格的农民）并不容易。除

了生产者之外，他还必须是经营决策者、投资者、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这比成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

人要求高得多。除了劳动报酬外，他还应获得经营决策的回报、投资回报以及风险收入，获得比在外打工更高

的收入，真正能够成为成功农业企业家的还是少数。

在老一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身旁，一批新生代农民通过专业化的教育培训，拥有较高的现代化农业生

产技能与经营理念，并在积极的财政扶持政策作用下，才能坚守农业或回归农业,被称为“农二代”、“棚二

代”或“果二代”。由于前辈创业的积累，农业基础设施已相对完善，信息渠道畅通，销售渠道已建立，甚至创

立了品牌，资金也有保障。“农二代”能有条件传承技术、发展创新，成为乡村振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力军。

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会”期间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注重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一） 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1.中国的粮食供给不能全部自给

中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的比重约为7%，干旱半干旱面积占国土面积1/2以上，单位耕地面积的水

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部耕地36%的长江及其以

南地区，占总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中国当前满足城乡消费者的农产品供

给在一定程度上还需借助于国外的耕地和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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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在粮食供给保障方面提出两个约束性指标：一个是粮食（特指谷

物，包括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四类）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达到5.5亿吨，这一指标口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

个是小麦稻谷自给率2020年保持在100%，还在备注中特别说明：小麦稻谷自给率是指小麦稻谷国内生产能

力满足需求的程度。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

……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第87页）。

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大豆和食用植物油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其中大豆进口量约占世界大豆贸易量的一半以上。

豆油、棕榈油、菜籽油进口量合计约占世界食用植物油贸易量的18%。2017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中有5093万吨

大豆来自巴西，占了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53.3%。进口美国大豆3285万吨，占总进口量的34.4%，为2006年以

来最低占比，进口金额为120亿美元（魏后凯和黄秉信，2018）。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8803.1万吨，比上年减少

749.5万吨，进口大豆大约是国内当年产量（1600万吨）的5倍。其中，巴西占比75.1%，美国占比18.9%，阿根廷

占比1.7%，俄罗斯占比0.9%。

中国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豆粕是大豆榨油后的副产品，富含多种氨基酸和蛋白质，是各种饲料的来

源。2016-2017年，中国的豆粕消费量为6726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其中饲料消费占中国豆粕总消费需求的

90%以上（武玉环和秦富，2018）。中国将近1亿吨大豆的进口保障了我国植物油和养殖业饲料的需求。

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站在全球化新形势新挑战的高度来统筹考虑粮食安

全战略。我国需要保证国产非转基因高蛋白食用大豆的供给。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前提下，

要科学测定国内市场对国产高蛋白食用大豆的需求量，综合考虑退耕还林、生态修复以及避免大豆重茬和迎

茬等因素，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规模要适度。对于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则要寻求多元化的稳定的大豆供应来

源，或是替代豆油的其他食用油供给以及替代豆粕的其他饲料蛋白的供给，在贸易摩擦中争取主动权（张晓

山，2019c）。

（二） 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降低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玉米临时收储制度的取消以及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的调整标志着在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以及使务农生产经营者物质利益不受损或尽量少

受损的前提下，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产品价格正在恢复其作为市场信号、调节市场供

求的基本属性。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部分农产

品的无效供给减少了，有效供给增加了，部分主要农产品局部、阶段性的过剩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张晓山，

2019c）。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改革过程，尽量降低农民利益的受损，缩短改革的阵痛期，注重维护社会稳定，这

是今后政策实施的难点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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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应为农业产业的振兴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流向。而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要素

回报率相对较低。农业的弱势性需要政府加快建立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体系，培育和发展各类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

五、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农民群众的权益，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和人才
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就意味着城乡互通，要素双向流动。农村居民往往没有能力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不能保持固化的模式，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要与农村的土地等资源有效结合，改变农村原有的

要素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而在城乡要素重新配置过程中，农村资源资产的产权格局必然会发生相应

变化。为此首先要把农村自己的事情做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为城乡融

合背景下保护农民的权益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

（一） 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拥有的主要财产是什么？答案是农村土地。在法理和现实层面，农村集体经济都是

一个巨大的存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重大政策举措如能落实，则农民财产性收入应有大幅度增加。

但长期以来，农民不掌握土地等资源资产的支配权、使用权，也无法从中获益，财产性收入无法出现较大程度

的增长。

如表4所示，全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13.09下降到到2018年的11.78，

而201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才是2.39；而且，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

的2.07%略微上浮，2018年比重仅达到2.30%。由此可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

因，而农民增收最大的薄弱环节是财产性收入，增长潜力最大的也是这项收入(张晓山，2019a)。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必须靠改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建立符合市

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但“三变”，谁来接盘？农民的资产变现的平台在哪里？如何使农民真正

成为股东？农民拥有的资源，要与资本联营，才能实现资源的资本化。

（二） 农户（土地与劳动）与工商资本（龙头企业）之间要建立相对均衡的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乡村振兴必须在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小农户能否与

现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普通农民是否能从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中真正得到实惠，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真

正实施的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2017年12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不是简单的一产‘接二连

三’，关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第100页）。

“资本下乡”是把双刃剑，乡村发展不能成为新的圈地热。让农民群众合法合理地分享乡村振兴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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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中国人大网,2014-12-23。

应该成为基本前提。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要素开放流动的农村产权

格局下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真正落实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保障他们的

财产权利。

六、促进绿色发展，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乡村振兴战略中正确处理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是必经之路。

（一）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粮食产量稳定，能够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历史欠账多，靠天吃

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中低产田还占耕地总面积的2/3。农业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退化明显。近30年间，

黑龙江省草原面积减少了2/3。全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退化。化肥、农药利用率比欧美发达国家低

15-20个百分点3。

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亟待采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农业

转型升级，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减少化肥农药、节约资源使用等是否能确保中国

的粮食安全，保持并增加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持并增加务农生产者、经营者的收入？这是一个必须应

对的挑战。

表 4：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二者比率

年份
城市居民人均转移

性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转移

性收入（元）
二者比率

城市居民人均财产
性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
性收入（元）

二者比率

2013 4323 1648 2.62 2552 195 13.09

2014 4816 1877 2.57 2812 222 12.67

2015 5340 2066 2.58 3042 252 12.07

2016 5910 2328 2.54 3271 272 12.03

2017 6524 2603 2.51 3607 303 11.90

2018 6988 2920 2.39 4028 342 11.78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43China Economist Vol.15, No.1, January-February 2020

（二） 要使人民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得到实惠
产业振兴必须以生态振兴为前提，但要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环境治理中要

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农业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要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必须使绿水青山通过发展在一段时期后能有金山银山的效益，做到没有污染也能有

钱。比如要做到工业下山，游客上山，就要解决产业转移、下岗工人的安置就业以及休闲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

设等现实问题。绿水青山要想变成金山银山，必须有政府的投入和群众的参与，最终使老百姓从生态保护中

得到实惠。只有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生态振兴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才能成为生态环境最有力的保护者。

后发的欠发达地区，可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本地人才，引入新的技术、新的平台，发展新的业态，不必走

过度消耗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而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技术的跨越、发展方式的转换，

需要政府财政对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的投入，需要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与之配套，而这

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换言之，技术可以跨越，观念可以超前，但制度不能跨越，投入必须跟上。

（三） 保供给、保民生与保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效应。上游的环境变差，直接影响到下游。一个地区环境变差，直接影响到周

边。环境出了问题需要治理，但涉及到相应地区群众的生计与出路，要给予相应的补偿。环境变好了之后，其

他地区享受到了环境改善的成果，也应对付出代价的地区给予回馈。

最近出现的生猪供应短缺的问题，其原因除了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之外，各地区推行的禁

养、限养措施也给生猪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中央的环保政策很全面，很实事求是，但地方在执行政策

时，力度往往是往下逐渐放大，矫枉过正的倾向越来越显著。因为要想短期内见效，对于基层来说，最省事、最

快捷的办法就是“一刀切”、运动式的大清理、大整顿。这也是李干杰部长严厉批评的以环保的名义“一刀切”

等简单粗暴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问题出在下面，根源在于我们治理体系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选人用人机制

的弊端。在环境问题的处理上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部门要明确界定自身的功

能，在实施行政措施时要有法可依，并受到监督和制衡。

（四） 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公共服务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这对我国政府在国民

收入再分配中注重公平和正义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缩短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当前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

是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落差大，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尤其是县乡村物流基础

设施和网络建设。要努力改善农村的社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质量，实现制度接轨，加大相关财政投

入。

七、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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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共有596450个村，其中有556264个村委会、40186个涉农居委会，317万个

自然村，15万个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有2.3亿农户在这些村落居住。因此，这些农户生活应在

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中？这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所在。当前我国乡村

基层的治理模式要通过改革，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型转为群众参与的自治型,由全能型转向有限功能型。

（一）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财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的财政体制,使乡镇和村委会能拥有为群众提供

服务的资源和能力。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健全以财政投

入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二） 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和认定成员资格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身份的界定与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应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合

作社或社区股份合作社）的内涵、外延及其权能,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经济类型, 界定成员的

资格，明确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厘清村委会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 培育出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来接手乡镇与行政村组织的一些功能
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自治则无从谈起。农村发育多元化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大力发展

农村的各类社团组织、社区组织、农民的合作社及协会等,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

（四） 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
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几十户人家往往具有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他们作为一个利益共同

体，利益关系比较密切，管理半径较小，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监督较易操作。因此，应积极探索将自治功

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有可能成为未来农村基层富

有生命力的一种自我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自治组织形式。

（五）在法治的框架内创新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的前提是形成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是最低的，效率也是最高的。但乡村治理的规章

制度是必须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此外，乡村道德建设同样不容忽视，以德治

扬正气，才能真正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还为防止部分乡村个人利用制度漏洞谋私利提供道德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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