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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具

体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保持总体稳定，但农产品销售和农业投资呈下降趋势、生产成本提高、经营

风险增加; 农民外出务工受阻、就业稳定性下降，多元收入增速下滑且局部减收风险较大，疫情期间临时

性消费明显减少，日常生活消费被抑制; 农村产业发展受到冲击，基础设施和脱贫攻坚项目进度延后，公

共服务新短板暴露出来，为脱贫攻坚和补上农村全面小康短板增添新困难。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应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与“三农”工作，利用新产业、新业态逆势发展和部分农民工滞留乡村的有利时机，尽快

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秩序，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质

量，稳定和促进农民务工就业创业，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高质量完成剩余脱贫攻坚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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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也影响到农业农村发

展、农民务工和生活秩序，加大了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难度。整体上看，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程度相对小于工业和城市。2020 年一季度，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

3．2%，降幅是三次产业中最小的。但由于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薄弱、农村经营主体质量不高、农民增收潜

在风险较多等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农资供应等农村服务业及农民务工就业、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影响较大、影响持续时间更长。为此，要在科学精准地做好农村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有序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秩序，稳定农民工务工就业，努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脱贫攻

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两大目标圆满实现。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们的心理担忧和恐慌，为防控疫情蔓延，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严控交通、
封村封路、停产停工、禁止聚集等防控措施。疫情防控期间，对生产经营、务工就业和生活娱乐等造成显

著影响，对人员流动和聚集、物资流通越依赖的活动受影响程度越大，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持续时间不

因防控措施中止而消除。虽然中国境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但国

际疫情持续蔓延，需要以疫情防控常态化防范疫情输入。据此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将

是全面、深入、持续的。农业方面，主要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要素和鲜活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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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等受到较大影响，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涨、经营风险加剧; 农民方面，主要是外出务工受阻，失业风

险增加，收入增长减速不可避免，部分群体减收风险值得警惕; 农村方面，主要是乡村产业发展受到较大

冲击，脱贫攻坚项目实施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被延后，以及在疫情面前暴露了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公共

服务能力短板。在此情形下，各地政府和部分农村经营主体主动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冲击，推动了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疫情影响。
( 一) 农业生产保持总体稳定但经营风险明显增加

在开始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时，多数地区大田农业生产处于“农闲”状态，农业生产所受影响

集中于相对活跃的当季“菜篮子”产品种植或养殖，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针对疫情

的影响，国家及时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确保农产品正常供应，如严格执行“绿色通道”制度、压
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加快养殖行业上下游

企业复产、解决禽水产品积压和“卖难”问题等。这些措施使农业生产总体保持稳定，春耕春播春管进

展顺利，农产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但不可避免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和产销衔接造

成了较大冲击;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也使国内农业要素供

给、农产品价格、农业产业链运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整体上看，短期内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减少已

成定局，农业经营主体会面临较大风险，但长期农业生产秩序和农产品供给会保持总体稳定。
1．农林牧渔业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农业基础设施和经营建设项目停工，要

素流动、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受阻，农林牧渔业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

1—3 月份，全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比下降 12．1%，其中，1—2 月份降幅较大; 全国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4．7%，其中，农业投资下降 31．9%，林业投资下降 17．4%，畜牧业投

资下降 7．7%，渔业投资下降 41．9%，农林牧渔业及辅助性活动投资下降 18．5%。在各行业中，渔业和农

业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分别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下降幅度高 17．4 和 7．4 个百分点，这说明，新

冠肺炎疫情对渔业和农业投资的影响更为严重。1—2 月份，全国农林牧渔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26．3%，比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幅度高 1．6 个百分点。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经营困难。相比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

较大，且超越传统农业生产周期，要素产品交易频繁，更容易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农村封村封路、禁
止人员聚集和村外人员进入，直接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要素流动和产品交易。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相关研究团队的调查，①小农户处于农闲状态的比例为 51．7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处于农闲状态的比例为 18．8%，相应超过八成( 81．2%)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

响，近七成( 68．59%) 家庭农场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疫情影响。［1］具体影响主要集中在雇工受限、农
资供应受限和产品销售受阻等方面。由于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周转困难，导

致很多正常经营活动难以为继、陷入经营困境。在复工复产措施推动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活动

逐步得到恢复，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城乡居民的餐饮和休闲消费明显减少，且短期内难以恢复，将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较长时间的经营困难。
3．对鲜活农产品销售和价格影响较大。我国疫情迅速蔓延期间，一些鲜活农产品出现滞销，经营主

体承受较大损失。菜、肉、蛋、奶、鱼、果等“菜篮子”农产品多数需要现产现销，但农村封村封路、停产停

工期间，城乡畜禽屠宰、活禽交易、餐饮场所、集贸市场等都处于关停状态，使本处于消费旺季的鲜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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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14 日开展了线上调查。该项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4621 份，样本分布于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 ( 自治区、直辖市) ，调研的农村居民户中，50．62%从事农业生产，其中

77．26%为小农户; 44．08%有在县外务工的家庭成员，41．7%有在县内就近务工的家庭成员; 14．15%从事餐饮、零售、加工、运输、休闲等其

他经营活动。为确保样本的有效性，一是直接向课题组成员所在村庄的住户推送问卷; 二是借助地方社科院、涉农部门等向农村住户定

向推送问卷; 三是为调动受访者如实填写问卷的积极性，课题组设置了激励措施，给予完成有效问卷者现金奖励。



产品供求秩序被打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滞销。短期内产品无法销售出去，农户只能承受损失，甚至主

动宰杀幼崽、倾倒产品以止损。据调查，有 6．3%和 27．3%的奶牛养殖场分别遇到原料奶被拒收和被限

量收购的情况，有 86．7%遇到原料奶被降价的情况; 因为被拒收、限收或无法运出，有 12．5%的养殖场有

倒奶情况;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所调查养殖场奶牛头均损失达到 476 元。［2］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尽管政府

采取了多方面措施，但全面恢复正常仍需要一定时间。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非洲猪瘟等因素叠加影响，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价格曾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3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4．9%，其中，鲜菜价格上涨 9．0%，畜

肉类价格上涨 80．8%，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22．5%、牛肉价格上涨 21．0%、羊肉价格上涨 11．2%。分月度

看，3 月份主要农产品价格环比均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其同比价格指数仍在不断上涨; 鲜果价格同比

下降，1—3 月份下降了 5．6%; 鸡蛋价格也已跌至谷底，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和“卖难”问题。
4．农业生产成本因服务供给受限而升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把自身不经济的环节，如

农机作业、农资运输和配送、农产品营销和运输、农技服务等外包给农业服务主体。封村封路期间，农业

生产性服务受到很大影响，需要进村或跨区的服务不能正常进行，农资销售店、农产品和农资运输主体、
农机服务主体等大都停止服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团队调查，约

四分之三 ( 75．65%) 的农业服务主体受疫情影响难以正常开展服务，其中因担心疫情停止服务的占

30．22%、受交通限制停止跨区服务的占 27．11%。疫情防控期间，因为不能正常雇工和采购农资，以及不

能正常提供服务，服务成本有所上升，超四分之三( 76．3%) 的服务组织认为总成本会不同程度增加。［3］

农业服务主体服务成本升高，传递给农业经营主体，加上采取防疫措施付出的额外成本，使当季农业生

产成本明显升高。据调查，家庭农场的生产总成本平均提高 22．9%，超七成总成本增加 20% ～40%。目

前，农业生产秩序加快恢复，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疫情对农业服务供给和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始终会

或多或少地存在，这将不可避免使 2020 年农业生产成本升高。
5．主动应对疫情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主动采

取措施降低经营损失。各地政府为减轻疫情对农业造成的冲击，鼓励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创新生产经

营方式，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加快了新业态、新模式的生成。第一，新型农产品直销模式加快普及。
很多地方的农产品运销企业采用线上下单、线下无接触配送的方式，建立城市居民或社区与农业经营主

体间的直接联系，解决了鲜活农产品的产销衔接难题。第二，新型农产品电商模式加速发展。疫情流行

期间，物流中断和销售网店关闭造成了一些地区特色农产品滞销。物流恢复后，各地都积极采用新型电

商模式，如视频直播带货等，加快滞销农产品销售，显现了电商助农优势。第三，农业生产托管模式加快

推进。不少地方的农业服务主体，线上与农户签订服务协议，提供统一的农业作业服务，并利用视频平

台直播作业过程，既避免了与农户直接接触，也保证了作业质量、促进了增产增效。第四，农业服务网络

或体系优势加快显现。各地具有健全网络或体系的服务主体如供销社系统等，在保障农资供应、农产品

运销、维护农业生产秩序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些新的变化展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疫情冲击

形成的倒逼压力推动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传统农业加快渗透融合。
( 二) 农民增收和生活秩序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各地开始采取“封城”、“封村”、“封路”等措施时已是农历春节，大多数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上学等人

员已集中返乡。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持续，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生产经营活动、务工就业行为等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这些影响会不同程度地持续，使农村居民增收面临不确定性，减收

风险显著增加。
1．农民工返岗受阻，失业压力增大。为防控疫情，各地都做出了延期复工复产的安排。全国 20 多

个地区推迟 10 天开工复产，企业正常生产时间普遍大幅压缩。同时，非生活必需和防疫需要的商场、门
店、餐饮、娱乐、工厂等停业停工，并限制跨区域的交通运输和人口流动，严格执行流动人口居家隔离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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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能按期返岗就业，待业无业时间较长，甚至失业。农民工主要在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复工复产的难度更大、进度更慢; 加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低，灵活就业人员比重

高，受疫情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就业群体。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 2 月 26 日，中

小企业复工率仅有 32．8%，而大型企业复工率已接近八成; 直到 3 月 29 日，中小企业复工率才达到

76．8%。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进度明显滞后。截至 2020 年 3 月 7 日，全国返岗复工农

民工为 7800 万人，占春节返乡农民工的 60%，尚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未返岗。考虑到各地复工复产

进度和农民工返岗前的隔离时间，2020 年农民工的务工时间普遍减少 30 ～ 60 天，如果考虑失业风险，

部分农民工的待工待业时间更长。更重要的是，随着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以及疫情全球蔓

延扰乱正常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秩序，会最先影响到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这正是农民工就业集中的产业领域，会使外出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失业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目前，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园区、加工小镇和企业，已经出现订单被取消或新增订单大幅减少的现

象。
2．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甚至减收风险加大。疫情对农业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务工就业的影响，最终

会反映到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动上。疫情冲击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下滑将不可避免，部分群体减收风险

不容忽视。2020 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 4．7%，下降幅度比城镇居民高 0．8 个百

分点;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收入实际下降 7．9%，下降幅度更大。部分种植户收益面临下滑，全年农

民工人均工资收入名义增长速度可能下降 1．45～ 2．46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速

度可能下降 2．59～3．59 个百分点。［4］另据调查，农村居民在 2020 年 2 月中旬预估全年收入受疫情影响

情况，只有 1．38%的农户认为全年收入保持以往增速，超过四分之三( 76．8%) 的农户认为全年收入将减

少 5%以上。( 见图 1) 2020 年 2 月下旬开始，各地都出台措施推进复工复产，疫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随

着复工复产进程而逐步趋弱。但各地复工复产需要一个过程，加上疫情发展态势的变化，弱化了保持农

民持续增收的基础，需要对农民减收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受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

不确定因素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承受的减收风险要明显超过就近务工。

图 1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样本户预估的全年收入受影响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14 日开展的调查。

3．农民临时性消费骤减，日常消费被抑制。春节期间外出人员集中返乡，走亲访友聚餐活动密集，

是农村居民消费旺季。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后，农村节日活动停止，农民绝大多数居家生活，节日期间的

临时性消费明显减少，受减收风险影响日常消费可能被抑制较长时间。一是肉类和蔬菜出现量缺价涨

现象。封村封路、限制交通后，部分鲜活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
年 1—2 月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6．3%，上涨幅度比城市高 1．3 个百分点; 价格上涨主要由畜

肉类和鲜菜类等食品价格上涨带动，其中，农村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 90．0%，农村鲜菜类价格同比上涨

13．3%。3 月份这种情况发生转变，当月农村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1．3%，其中肉、蛋、水产品、鲜菜、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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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食品价格均环比下降。二是节日期间的临时性消费需求陡降。因限制人员流动和聚集、交通物流

中断和停产停工，由节日活动引起的临时性消费骤减。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需要即时加工、运输和配送

的食品，活禽、鲜蛋、活鱼、鲜奶、水果等跨村跨区供应受阻，导致农村居民相应消费被动减少; 居家隔离

导致酒水、饮料、鲜花、玩具等礼品消费明显下降; 聚会宴请、休闲娱乐等活动停止，使得相应的餐饮、住
宿消费下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 年 1—3 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 10 725 亿元，同比下

降 17．7%，其中 3 月份同比下降 15．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334 元，同比下降 5．4%(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下降 10．7%) 。三是日常生活消费可能被抑制较长时间。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农民收入

和消费水平总体偏低，在减收风险持续期内，其日常消费会被抑制，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改善型和娱乐型

消费会明显减少，甚至有可能生活陷入困境，面临食品短缺。
( 三) 农村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难度加大

疫情的突然发生和严控措施的持续，加大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两大目

标任务的难度。
1．乡村产业发展受到较大冲击。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也是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

基础。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全面推进现代高效农

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而疫情及防控措施对新型经营主体和非农产业发展影响最为明显，需要一定

的时间来恢复、巩固和加强。一是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受阻。在疫情冲击之下，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会经历一个困难时期，非农产业经营主体也不可幸免，甚至因为错过了一年中最重要的

经营旺季，所承受的损失更大。( 见图 2) 二是乡村非农产业恢复相对缓慢。近年来，乡村非农产业加速

发展，特别是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由于乡村经营主体多是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再加上城乡居民外出就餐、旅游、休闲等消费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乡村非农产业

复工复产的进度要慢于城乡复工复产的整体进度，且经历的困难时期会更长。三是产业下沉和要素下

乡通道不畅。城乡产业融合和城市优质要素下乡有赖于城乡产业链的有机衔接。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城

乡交通运输、要素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中断，影响城乡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导致已经联通的城乡产业融合

和要素下沉通道被中断。同时，在宏观经济整体呈现要素供应趋紧的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将面临更大

的资金、人才、服务、技术等要素约束，这些都会影响疫情后期乡村产业的发展。

图 2 2020 年 2 月非农经营活动样本户经营活动和当月经营收入受影响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14 日开展的调查。

2．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延后。农村水、电、路、网，以及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突出短板。疫情发生后，农村停产停工措施使在建和即将开工的基础设施项

目延迟。疫情防控期间，这些项目复工复产面临多重困难，普遍反映开工不足，会影响到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整体进度。一是防疫难。农村的施工主体多是本地或邻近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他们普遍面临防

疫物资短缺、防疫能力不足的问题，恢复施工后的人员集聚将提高防疫压力和额外成本支出。二是雇工

难。据调查，约两成村民因担心疫情而停止下地干活、外出务工或非农经营，这造成了农村经营主体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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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难题。项目施工主体同样面临雇工难，特别是外地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难以返回。三是运输难。
疫情防控限制交通期间，农村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主要面向农资、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并不包括工程

项目施工所需的建筑材料、器材等。在防疫期间，不少村庄对外村人员车辆“一禁了事”，把畅通道路的

政策执行为“放开大路，收紧村口”。四是资金难。中小微施工主体实力较弱，农村雇工工资、运输成

本、原料价格的上涨，无疑加大了其资金压力。疫情冲击下，各地经济和财政收入普遍呈现负增长态势，

2020 年 1—2 月份，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 8．6%，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乡村建设和恢

复生产资金缺口巨大，由此将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水平，从而影响后续新开工建设的基础

设施项目进度。
3．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短板充分显露。一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短板。虽然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普遍建立起来，但应对突发疫情的医疗设施水平、疾病防控体系、人员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等方面明

显不足。二是农村社会动员能力短板。疫情初期，基层组织动员村民主要靠传统的广播喇叭，与村民的

信息接收方式脱节。据调查，村民了解疫情信息主要通过网络媒体( 88%) 和广播电视( 63%) ，占比明

显超过村庄喇叭( 23%)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动员体系建设一直被忽视，社会动员的组织制度、程序设

置、人员配置、设备设施等几乎空白。尤其是农村应急响应机制尚不完善，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响应较慢。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能力短板。疫情发生后，既因为“封村封路”，也因为担心感染，很多村庄的垃圾转

运和厕所维护受到影响，村庄垃圾堆积、厕所无法使用问题凸显，这充分暴露了农村基础设施运营维护

能力的不足。四是基层组织应用新媒体、新媒介能力短板。互联网社交平台、智能手机等普及度很高，

已经深入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较少有基层组织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相关活动，主要是因为利

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4．脱贫攻坚增添新的困难挑战。2020 年实现剩余 551 万贫困人口脱贫、52 个贫困县摘帽和 2707

个贫困村出列，仍是一场硬仗。突然发生的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贫困地区虽然疫

情不重，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脱贫成果亟待巩固，这次疫情无疑会进一步加大脱贫

难度和返贫风险。一是制约了贫困人口和刚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增收。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9 年全

国有 2729 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2 /3，这些家庭 2 /3 左右的收入来

自外出务工收入，［5］因此务工收入持续增加对能否脱贫至关重要。疫情使部分贫困人口滞留在家，不

能外出务工就业。截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全国 25 个省已经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有 2000 多万人，相

比 2019 年外出务工的人数还有 500 多万人暂时没有出去，有意愿外出的劳动力还有 561 万人; 在尚未

脱贫摘帽的 52 个贫困县中，已经外出务工的人数是 211．78 万人，占 2019 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83%。疫

情在全球蔓延，将叠加疫情冲击和国际贸易恶化双重因素，影响吸纳贫困人口就业较多的产业部门，导

致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机会不稳定，加剧务工收入减收风险。二是限制了产业发展对脱贫攻坚的促进作

用。扶贫产业项目多是特色农产品，需要现产现销，对外部市场和服务支撑依赖度高。疫情防控期间，

由于人流物流和生产服务阻断，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出现滞销，扶贫产业

项目效益下滑。贫困户本身经营能力弱，因服务短缺和产品滞销造成的经营困难会更严重，恢复的难度

也更大。三是延迟了扶贫项目复工开工和建设进度。疫情防控期间，由于防控要求和人流物流限制，一

些扶贫项目处于停工或开工不足状态，不能按计划推进。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重压力下，贫困地区

政府部门和村两委组织力量明显不足，对口帮扶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难以正常开展，［6］这些都会迟

缓扶贫项目实施进度。据 2020 年 4 月 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数据，中西部 22 个省份安排扶

贫项目 37 万个，开工的有 22 万个，开工率仅有 60%，远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8%的开工率。四

是加大了已脱贫人口返贫和贫困边缘人口致贫风险。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 万人存

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 300 万人存在致贫风险。［7］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薄弱，

增收渠道单一且不稳定，疫情冲击无疑会加大返贫和致贫风险。特别是刚刚脱贫摘帽的深度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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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农民收入来源尚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尤为敏感，疫情冲击导致产业发展夭折、家庭收

入下降的风险较大，需要高度警惕“因疫返贫”“因疫致贫”。
二、支持“三农”应对疫情的对策措施

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不会因疫情冲击而降低要求。疫情发生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8］落实这一要求，必须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

“三农”工作，积极采取多方面政策措施，全面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尤其要优先满足脱贫攻坚和农村

补短板的人财物需求，大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增收，全力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和农村全面小康目标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科学精准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对“三农”的影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多策并举加快乡村产业发展

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措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序恢复经济秩

序，减少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目前，各地农业农村经济秩序正在迅速恢复过程中，要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制订实施支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帮助乡村经营主体度过难关，并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稳定和刺激农业农村产业投资，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尽快恢复农业农村经济秩序。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区分

级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活动，加快形成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秩序。因地制宜调

整优化复工复产中的防控措施，及时梳理和取消前期应急防控时采取的与目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相

适应的措施。在保障必需的防控物资和应急处置效率的同时，打通农村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堵点”
“断点”，解决农村经营主体的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 加强对农村经营主体的防疫指导服务，尽

快建立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活动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 加强重要农业投入品生产和市场运行调

度，保障春耕春播春管和全年农业生产农资供应; 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质
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及时解决生产瓶颈问题。

2．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多国因疫情“封关”，部分国家

出台政策停止、限制甚至禁止粮食等农产品出口。为此，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

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

两个积极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确保粮食稳产增效和有效

供给。同时，全面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保障肉、蛋、奶、水产、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稳定供应和

市场价格稳定。特别是，要落实非洲猪瘟防疫责任，稳定和提升养殖主体复养信心，并在财政、税收、金
融、保险、用地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生猪产业加快恢复发展，全力保障猪肉市场有效供给。

3．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一方面，在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快恢复产能、度过困难时

期的同时，要着眼于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和综合竞争力，通过财政、信贷、担保、保险等支持措施，及时化

解疫情造成的经营损失，防范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破产倒闭现象发生，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经营者素质和能力，切实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调整优化生产结构，与农户签订中长期流转合同，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土地

入股保底分红等利益分配方式，引导形成稳定地租，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农业

生产性服务，动员实力较强的服务主体提供统一、标准的专业化服务，重点支持集中育秧、插秧等关键环

节及代育代插、代耕代种等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加强营养、育种、兽医及大数据应用等方面的专业化服

务，推广普及“线上签约+直播”监督服务新模式，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户对接服务主

体作用。组织做好服务主体跨区作业，确保道路畅通、对接顺畅，解决部分地区农机作业能力不足问题。
根据实际需求，出台针对不同环节服务业务的补贴或税费减免政策，以解决服务成本提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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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抓住疫情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的有利时机，围绕发

展富民乡村产业，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鼓励返乡就业创业创新，为返乡留乡人员创业

提供更为便捷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撑，提高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吸纳就近就业的能力。支持销售企业联

合生产基地，整合生产端优质资源，形成高效运行、顺畅联结的农业完整产业链; 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农

业、培育“线上销售+线下配送”新模式，拓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等新产业。
5．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乡村产业投资。稳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为对冲疫情影响，要积极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全面促进和刺激乡村产业投资，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农业农村经济增长。要针对当前疫情，设

立专门瞄准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支持政策，进一步延长税费优惠、贷款支持、延长续费期限，出台

租金、水电气费等减免政策，取消小微经营主体和个体工商户获取政策的冗余要求。结合农村综合性服

务中心建设，整合乡镇政府和基层组织服务力量，为农村经营主体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请、资源对接、
税费缴纳、会计代办等服务，减轻他们的运行成本和发展阻力。

( 二)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疫情冲击下已经形成的收入损失不可挽回，要确保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在稳定收入来源的基础上推

动农民增收提速。这就要求为外出农民工稳定就业和再就业创造条件，为滞留在乡的农民工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为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经营效益提供支撑，为特困群体和因疫情受损失严重的群体提供有效

保障。
1．稳定农民工务工就业收入。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把稳就业扶持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农民工

群体上，加强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对接，做好点对点、区对区、一站式输送返岗工作，消除不合理的流

动限制，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或找到新的工作。出台吸纳农民工就业的用工奖励政策，以项目

扶持、税费减免、购买服务等调动用工主体雇用农民工的积极性。帮助困难群体就业，向贫困地区定向

投放就业岗位，及时推出农民工转岗再就业培训项目。加强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预防发生欠薪等农民

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为农民工维护权益提供支持。
2．扩大就近就业机会。加快设立乡村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生态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

低收入和贫困家庭、优抚对象等劳动力。对疫情期间带动较多劳动力就业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

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给予专项奖励，将扶持政策与吸纳就业挂钩。加大新型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培训，

将有意愿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加大农村创业的财税、融资、用地、项目等支持力度，简

化审批流程，提供创业辅导，鼓励就近、就地自主创业。
3．发挥政策稳定收入作用。扩大粮食生产者补贴，加大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力度，调整优化补贴结

构，进一步完善以高质量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切实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增收

促进作用。瞄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实行对稳产增效作用显著的主体或环节的临时性补助，

带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分享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探索建立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奖励机制，很多农

村居民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并为此耽误了农业生产、务工就业，应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实物或现金

奖励。参照一些地方发放生活消费券的做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给予定向补贴，保障陷入困境的农民基

本生活; 面向城乡居民的消费券向农村产品和服务倾斜，有效扩大农村消费需求。
( 三) 加大力度补齐全面小康短板

完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任务，关键是把因疫情耽误的进度赶回来，把因疫情暴露的新

短板列入工作范围，这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为此，必须集中更多资源，充分利用滞留在乡

的农民，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并统筹考虑增强农村应对疫情防控等公共安全事件的

能力。
1．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应加快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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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信息化设施、人居环

境设施等都属于薄弱环节，国家应在投资和政策上给予优先支持。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要重点支持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更新、标准化圈舍建设等，为疫情后快速恢复经营奠定基础; 农村公共服务方

面，应把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和综合应急能力短板列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农村

人居环境方面，应把村内道路、地下管网、垃圾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列上重要议程; 农村信息化方面，

重点加快农业大数据平台、智慧农业、智慧村庄等设施建设。此外，还要加快在建基础设施项目进度，适

合村庄自主建设的项目，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承接; 探索农户自主建设“入户”部分设施，引

导农民有序参与; 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运营管护能力，建立专业化、常态化的运营管护队伍，培育公益

性服务组织。
2．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农村公共服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而农村应急管理

则是这一短板中的短板。为此，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应以提升农村综合应急能力为重

点，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着重建立农村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健全农村应急组织体系。加强各

部门的联动配合，明确县、乡镇、村的职责分工，构建“县统筹、乡镇负责、村为主”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应

急管理工作重心下沉。三是强化农村安全风险防范。农村各种灾害事故和矛盾纠纷较多，应针对不同

类型突发事件的特点和诱发因素，扎实做好农村应急预警预案、风险排查和安全防范工作。四是完善农

村灾害救助体系。设立财政专项救助基金，调动市场主体参与救助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市场互动

的灾害救助体系。五是提高基层组织新媒体、新媒介应用能力。结合村级服务平台建设，推广普及互联

网信息服务平台，鼓励基层组织通过新媒体新媒介提供公共服务，推动乡村治理与新媒体新媒介的融

合，切实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 四) 统筹施策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

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要求和硬任务。化解疫情对脱贫攻坚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按照分区

分级的要求，因村制宜、精准施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精准扶贫工作，加快推进脱贫攻坚项目进度，高

质量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全面提高脱贫质量，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1．高质量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贫困地区必须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做好二者的统

筹衔接。［9］要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高质量全面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努

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适

当向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倾斜; 积极创造条件有序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农田水利等工程及企业、就业扶

贫车间等经营主体复工复产，鼓励复工重点企业优先录用贫困劳动力，多渠道做好贫困劳动力外出返岗

务工和就近转移就业工作; 利用国家应对疫情加大投资及当前滞留本地劳动力较多的有利条件，加快实

施和启动一批脱贫致富项目，切实做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退出和贫困县摘帽工作，集中力量打好深度贫

困歼灭战。
2．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防止返贫和新发生贫困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关键，也是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根本。为全面提高脱贫质量，对于已经脱贫的贫困人口，一定时期内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
续性，做到脱贫不脱政策，“扶上马、送一程”; 通过加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扶志扶智的力度，加大异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长效扶贫产业，以及持续稳定增收和减贫的长效机制，增

强脱贫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源头上消灭造成返贫和新发生贫困的土壤; 进一步加强对返贫人口和新

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制定扶持政策，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的动态帮扶机制，实现脱贫的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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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VID－19 on“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Countermeasures
Wei Hou－kai，Lu Qian－wen

(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evitab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Specifically，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have maintained overall stability，but production costs and business risks have increased; Farmers
are blocked from migrating for work，employment stability is reduced，multiple income growth rate is decli-
ning，and the risk of partial income reduction is increased; meanwhile，temporary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
dent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and daily life consumption is restrained; the devel-
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been impacted，the progress of infrastructu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has
been delayed，and the new short board of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exposed，adding new difficul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aking up for the short board of overall well－off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impac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such as coordinating the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work of“ag-
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restor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ensu-
ring food security and th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new
business and service subjects，stabilizing and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farmers，speeding up the supple-
men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and completing the remaining task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s: COVID－19; Agricultural and Ｒural Development; Farmers’Income Increase; Poverty Allevi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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