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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尤其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区别于传统农民的职业农民群
体逐渐发展起来。 职业农民被认为是现代农业的主力军，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培养的对象之一。
职业农民队伍的人口基本特征是什么？ 与国内外农业劳动力相比，是否具备显著差异？ 本文采
用国内外比较视角，选取中国农业劳动力以及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 ５ 个农业发达国家农
业劳动力，与中国职业农民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三方面开展对比研究，尝试回答农业劳动力
“老龄化、妇女化、文化偏低”问题。 研究发现，相比之下，中国职业农民老龄化程度低、加重趋势
缓慢；女性占比低且基本稳定；教育程度超过了国内农业劳动力整体水平，但仍显著落后于发达
国家相应水平。 通过国内外对比得出，中国的职业农民队伍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仍然需加强人力
资本投资建设，缩小国际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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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
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
力急剧减少，农户结构发生分化。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 ８７ 亿，乡村人口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７ ９０亿减少到 ２０１７ 的 ５ ７７ 亿，与此同时，乡村第
一产业就业人员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２ ８３ 亿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０９ 亿（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８）。 随着外出务工
人口及农民家庭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分化趋势愈
发明显，非农户比例快速上升，兼业农户和纯农户
比例不断下降，广大农民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

２０１６年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不足一半的比
例高达 ８７ ３％（张琛等，２０１９）∗∗。

在农户分化、农民结构发生异质性变化的同
时，逐渐出现了“职业农民”群体。 职业农民群体
最早出现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长三角地区，一些江
浙本地人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周边从事园艺、鲜活
食品、经济作物等生产经营，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完全市场化，劳动附加值明显高于传统农民，他们
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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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界对农户类型划分的依据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８０％以上称为纯农户，５０％ ～ ８０％称为一兼农户，
２０％～５０％称为二兼农户，２０％以下称之为非农户。 另一类是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９５％以上称为纯农户，５０％ ～ ９５％称为一兼农户，
５％～５０％称为二兼农户，５％以下称为非农户。 无论以哪种分类标准统计，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均发现非农户比例快速上升，兼业
农户和纯农户比例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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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等方面也比传统农民更加具备优势（邓聿文，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原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
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
了“职业农民”这一概念，突出了农民的职业属性，
促进农民由身份属性向职业属性转变。 ２００６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农民”，隐射了职业农民应具备的新
特征。 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职
业农民”概念，学界进一步以“农民＋新特征”来阐
释其内涵（刘家富等，２０１９），典型代表如朱启臻将
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高素
质，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
者（朱启臻，２０１３）。 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但
又区别于传统农民，他们从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的专业化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
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张晓山，２０１２）。

“新型职业农民”的称谓是为了突出强调作为
“职业农民”应具备一些高素质的新特征，和“职业
农民”称谓没有本质区别。 一方面，“职业农民”的
称谓更简明贴切、符合学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
的，与传统的“农民”概念相比，“职业农民”这一概
念能更好体现农民由身份变为职业的发展方向。
所以，本文将采用“职业农民”的表述开展国内外
农业劳动力的对比研究。

有关职业农民的研究很多，研究内容涉及也比

较广泛，很多集中在生产（钟真等，２０１８）、培训（李
宝值等，２０１９）、保障（陈传波等，２０１９）等方面，针
对其人口基本特征的专业研究比较少，把其重要的
人口基本特征放到国内外宏观发展背景下进行分

析的研究更少（米松华等，２０１４；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等，２０１７；马艳艳等，２０１８；杨璐璐，２０１８）。 不管是
当今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中国，还是已
经步入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美国等国家，农业劳动力
的人口基本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都随
着农业的整体发展而变化，并且作为生产要素重要
特征影响农业的发展变化。 各国农业虽然发展阶
段不同，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发展变化仍然有普遍规
律可循，所以，对中国职业农民的研究不应离开国
际视角。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首次从国内外比较视

角出发分析了中国职业农民的基本人口特征，以尝
试回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文化偏低”问
题。 具体地，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农业及其劳动力变
化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考察职业农民这个群体的
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三方面特征，并与国内外农
业劳动力的这三个特征进行比较，从而呈现中国职
业农民这支队伍的基本特征，为有关职业农民研究
提供基本的基准数据参考，为下一步政策方向提供
定量依据。

二、农业劳动力人口基本特征变迁的国内外农业宏观背景

　 　 中国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劳动力队伍的一部
分，而中国农业劳动力又是世界农业劳动力的一部
分，农业劳动力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变
化。 为了充分理解中国职业农民这支队伍所产生
的发展阶段、应有特征和历史任务，本节将考察当
前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特别对农业在经济
中的作用及变迁、农业劳动力相关特征及变迁进行
考察，毕竟职业农民问题属于劳动力范畴。

本文选取农业发展典型代表国家，尤其是现代
农业发达国家，探寻农业劳动力队伍人口基本特征
发展变化可能存在的世界普遍规律。 本文主要基

于地理位置、发展程度、人口总量（见表 １）以及农
业体量（见表 ２）选取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
国 ５个国家，开展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对比研究。
美国位于北美洲，是当今最大的现代化农业国家。
德国和法国是欧盟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强国，两国对
农村人才的培养极具欧洲代表性。 日本和韩国是
典型的农业东亚模式代表国家，其农业资源禀赋和
中国极为相似。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是高
收入国家，中国是中上收入国家∗。 这 ６ 个国家都
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最少的法国也超过 ５０００ 万
人，６个国家人口累计全球占比为 ２７ ２６％。 ６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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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组是来源于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标准采用 ２０１７年各国的 ＧＮＩ，少于 ９９５亿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９９６～３８９５亿美元之间的
为中下收入国家，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亿美元之间的为中上收入国家，高于 １２０５６亿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家的农业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球农业生产总值占比

越来越高，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３６ １８％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
４０ ２０％（见表 ２）。 因此这些国家的农业相关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具有代表性。 从表 ２ 可知，美
国等 ５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变化不大，略有增长

（日本下降了 １７％）。 中国的农业产值从 １９９７ 年
的 １７２０ ８２ 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９５８２ ７８ 亿元，
增加到 ５ ５７倍；农业产值占全球农业产值的占比
翻番，从 １４ ２５％增加到 ２９ ８５％。

表 １　 中国等 ６个国家地理、收入、人口、经济特征

国家 地理位置 收入类别国家
２０１６年人均 ＧＤＰ
（现值美元 ／人）

２０１６年人口总量
（万人）

人口占比
（％）

美国 北美州 高收入 ５７９０４ ２０ ３２３０７ ４ ３４
德国 欧洲 高收入 ３８９７２ ３４ １２６９９ １ ７１
法国 欧洲 高收入 ２７６０８ ２５ ５１２５ ０ ６９
日本 亚洲 高收入 ４２４４３ ４７ ８２３５ １ １１
韩国 亚洲 高收入 ３６８７０ ２２ ６６８６ ０ ９０
中国 亚洲 中上收入 ８１１７ ２７ １３７８６７ １８ ５２
全球 １０２２９ ４５ ７４４３８１ １００ ０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均 ＧＤＰ 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人口总量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ＣＤ

注：各国相关数据都完整的最近年份是 ２０１６年，最远年份是 １９９７年，跨度近 ２０年，以下部分图表将比较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数
据变化

表 ２　 中国等 ６个国家农业生产总值及在全球占比（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１６年）

国家
产值（亿美元） 各国产值占全球占比（％）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１６年 变化倍数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１６年 变化

美国 １１４９ １２ １８８９ ３８ １ ６４ ９ ５２ ５ ８９ －３ ６３
德国 ２１８ ０９ ２３２ ８９ １ ０７ １ ８１ ０ ７３ －１ ０８
法国 ３４０ ５９ ３５７ ５４ １ ０５ ２ ８２ １ １１ －１ ７１
日本 ６８７ ５１ ５６９ ３３ ０ ８３ ５ ６９ １ ７７ －３ ９２
韩国 ２５１ ９８ ２７２ ７２ １ ０８ ２ ０９ ０ ８５ －１ ２４
中国 １７２０ ８２ ９５８２ ７８ ５ ５７ １４ ２５ ２９ ８５ １５ ６０
以上 ６国合计 ４３６８ １２ １２９０４ ６４ ２ ９５ ３６ １８ ４０ ２０ ４ ０３
其他国家 ７７０６ １２ １９１９３ ５８ ２ ４９ ６３ ８２ ５９ ８０ －４ ０３
全球 １２０７４ ２４ ３２０９８ ２２ ２ ６６ １００ １００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ＡＧＲ ＴＯＴＬ ＣＤ？ 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

（一）农业的相对重要性普遍下降
农业劳动力特征的变化与农业的发展变化紧

密相连。 经济发展的“铁律”表明，农业作为传统
产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占比将逐渐下降，农
业劳动力占比也逐渐下降。 早在 １７ 世纪，英国古
典经济学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
（Ｗｉｌｌｉｍ Ｐｅｔｔｙ）就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收
入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
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渐缩小，劳动力
也将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１９４０ 年，
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通过对
若干国家大量的时间序列资料分析发现了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
业即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业产业部门转移
的普遍规律。 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就业结构变动规
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在 １５０ 年以前，几乎所
有国家农业的劳动力占比都在 ８０％左右；伴随着传
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农业劳动
力占比持续下降到 １０％左右甚至更低水平（卢锋
等，２０１２）。

１ 农业产值占比下降。 总体而言，全球农业
产值比重逐渐下降。 如图 １所示，全球农业产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５ ７％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３ ５５％。 而其中美国等 ５ 个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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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值占比在 １９９７年就已经全部低于 ５％，并持
续缓慢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５ 个国家的农业产值占比
都低于 ２％，德国仅占 ０ ６７％，美国仅占 １ ０１％。

毫不例外，中国农业产值占比也不断下降，而且降
幅较大，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７ ９０％快速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８ ５６％，但其比重仍然高于全球水平①。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M�

��

�)

数据 来 源：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ＡＧＲ ＴＯＴＬ ＺＳ？ ｎａｍｅ ＿ ｄｅｓ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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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各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２ 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 总体而言，全球农
业劳动力占比也呈下降趋势。 如图 ２ 所示，全球农
业劳动力占比从 １９９７年的 ４０ ２５％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２８ ８５％。 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农业产值占比分
布、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发达国家占比低、降幅小，
中国占比高、降幅大。 １９９７ 年韩国的农业劳动力
占比略高于 １０％，日本的略高于 ５％，其他 ３个发达
国家都低于 ５％；到了 ２０１６年 ５个发达国家农业劳
动力占比都低于 ５％，其中韩国为 ４ ８２％，日本为
３ ５０ ％，法国为 ２ ８７ ％，美国为 １ ４５％，德国为
１ ３１％。 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７０ ５％，下降到 １９９７年的 ４９ ９％，又进一步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７ ７％②，有学者估计 ２０３０ 年将下降至
近 １０％（卢锋等，２０１２）。

（二）农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依然没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

逐渐减小，表明农业是一个逐渐缩小的部门，但农
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不可动摇，农业的
作用和功能不可忽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为人类生存提供必需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
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并支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能
够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被称为“第一产
业”。 农业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食品，而且为国家
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非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
本和土地三大生产要素，农产品出口还为国家经济
发展赚取外汇。 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提
高，不仅扩大了农业市场，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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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说明：本文所使用的 ６个国家的农业占比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 世行数据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相比，在 ２００８年
之前完全一致，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出现差异，世行数据略高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比如 ２０１６ 年世行数据为 ８ ５６％，《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为
８ １％。 为了开展国际比较保持数据出处尽量一致性，本文采用世行数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表 １－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Ｓｉｎｇｌｅ ／ Ｎ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２５



展，繁荣了工业品市场，增加了国民经济收入。 农
业和工业发展相互依存，农业先进程度越高，工业

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就越高 （约翰逊 Ｄ 盖尔，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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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ＡＧＲ ＥＭＰＬ ＺＳ

图 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各国农业劳动力占国内从业人员比重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总量近 １４ 亿、乡村人
口 ５ ６亿的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经历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农业大国，农业承担的粮食安
全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环境功能和文化功能
更加重要。 农业提供粮食这一特殊的商品，消除饥
饿和营养不良，保障国民身体生存和生命延续。 中
国用世界 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２０％的人口，农业
功不可没。 农业还承担了保障粮食自给水平，减少
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的特殊功
能。 ２０１８ 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 １３０００ 亿斤，水稻、
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９８％以上。 此
外，农业不仅承担了农业生产者即广大农民谋生就
业的经济功能，还承担了为广大农民提供生活和社
交场所、维护农村稳定繁荣的社会功能。 节约型绿
色化的农业生产还发挥了生态保护的环境功能，同

时农业还具备形成和保持农村独特文化和历史的

文化功能（李秉龙等，２００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三）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仍然是影响农
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业的直接从业者，对农业发
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首先，农业劳动力的
数量不会无限制的减少。 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历
史表明，即使农业机械化率大幅提高，农业劳动力
大幅减少，机械也永远不能完全代替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将永远存在。 已经进入全面机械化、自
动化阶段的美国农业，仍然有 ２１９ 万农民；高度发
达的农业机械化强国德国、法国分别还有 ５４ 万、７５
万农民（２０１６ 年）。 日本、韩国两个典型的东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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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于特殊的人地结构、地理特征，农业机械化水
平虽然已经很高，但是农民数量仍然在百万人以
上，日本为 ２２２万，韩国有 １２７ 万（２０１６ 年）。 中国
和日本、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在农业禀赋上极为相
似，但中国农业相比日韩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机
械化水平低，农业转型难度大，再加上中国人口近
１４亿，这都决定了中国农民数量将维持在一个更
高的数量级别，２０１６年仍然有 ２１２５０万农民①。

其次，农业劳动力的“质量”（素质和能力），尤
其是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现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
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
农业》中提到农民的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
主要源泉，通过对农民教育、在职培训以及健康水
平的投资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可以推动农业技术
进步和改造传统农业。 大量的国内外研究都表明，
农业劳动力作为农业的三大投入要素之一，其教育
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差异不仅关系到土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还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
题，关系到农业作为国内基础产业的竞争力，和农

民作为一种重要职业的职业吸引力（Ｗｅｌｃｈ，１９７０；
高梦滔等，２００６；李谷成等，２００６；蔡颖萍等，２０１６）。
但是人们在讨论农业生产与发展时，往往习惯聚焦
土地资源、水资源、市场、技术、流通、农业投入等方
面，恰恰忽视人的主体因素———农业劳动力的影响
（朱启臻等，２０１１）。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力中
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其他要素必须通过农业劳
动力才能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中国农业技术变
迁的路径也证明农业劳动力是最核心要素，其带动
实现了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孔祥智等，２０１８）。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农业取得巨大进步，但
和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依然十分低下，存在巨大的差距。 从表 ３可知，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生产总值（以 ２０１０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明显高于中国。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庞大但是人均产出微小，中
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 ９７ ０３ 倍，而人均产
出却只有美国的 ０ ０４。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均生产
总值仅为日本的 １５ ５３％、韩国的 １８ ３８％。

表 ３　 中国等 ６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数量及人均农业生产总值（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１６年）

国家

农业劳动力数量
（单位：百万人）

农业劳动力人均农业生产总值
（美元 ／人，基于 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美元）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１６年 变化倍数
以美国为基准
（２０１６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１６年 变化倍数

以美国为基准
（２０１６年）

美国 ３ ３９９ ２ １９ ０ ６４ １ ００ ３１２７８ ４４ ９６１５４ ７９ ３ ０７ １ ００

德国 １ ０４ ０ ５４ ０ ５２ ０ ２５ ２１１３７ ７１ ３６３８１ ９９ １ ７２ ０ ３８

法国 １ ０２ ０ ７５ ０ ７４ ０ ３４ ３４４００ ８２ ５０９０７ ０５ １ ４８ ０ ５３

日本 ３ ５ ２ ２２ ０ ６３ １ ０１ ２１３５３ １４ ２２６３４ ２７ １ ０６ ０ ２４

韩国 ２ ２３ １ ２７ ０ ５７ ０ ５８ ９２２８ １３ １９１２６ １３ ２ ０７ ０ ２０

中国 ３５０ ９ ２１２ ５ ０ ６１ ９７ ０３ １０４８ ６２ ３５１４ ５８ ３ ３５ ０ ０４

全球 １００８ １ ９３０ ５ ０ ９２ ４２４ ８９ １８０６ ９８ ３２６９ １９ １ ８１ ０ ０３

　 　 数据说明：《中国统计年鉴》上，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不一致，例如 １９９７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１－２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显示，第一产业的人数为 ３４８４０万人，而国际劳工组织为 ３５０９０百万；２０１６年《中国统计年鉴》为 ２１４９６万

人，而国际劳工组织为 ２１２５０万。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３－１全国乡村人口和乡村就业人员情况中“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即为《中

国统计年鉴》“第一产业人数”，两者完全相同。 比较《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所列出的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各年的第一产业人数和国际

劳工组织提供的农业劳动力人数可以发现，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大部分年份都高于国际劳工组织约 １５０ 万左右，不足总体农业劳动

力的 １％，差异很小。 考虑到国际比较和数据来源尽量一致性，以及参考以往文献（托马斯·罗斯基罗伯特·米德，１９９７），本文采用国

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统计年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７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ＯＥ；全球、中国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ｅｓｏｄａｔａ ／ ；世界

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ＡＧＲ．ＴＯＴＬ．ＺＳ？ ｎａｍｅ＿ｄｅｓｃ＝ ｆａｌｓｅ＆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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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职业农民人口基本特征的国内外比较

　 　 上述国内外宏观背景下，中国农业的“谁来种地”
“如何种好地”的现实问题（农业部，２０１７）非常突出。
而且，当前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也主要取
决于农民的现代化转型（叶兴庆，２０１８）。 而职业农民
作为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其人口特征如何就成为急需
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和中国一般性农业劳动力相比，
职业农民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 和发达国家农民相比，在以上基本人口特征上是
否存在不同，优势和劣势特征具体表现如何？ 接下
来，本文将采用国内外对比视角，重点对职业农民的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三方面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一）职业农民老龄化程度及变化趋势低于总
体水平

１ 国内外农业劳动力普遍老龄化，职业农民
老龄化程度偏低。 各国农业劳动力基本都出现了
老龄化现象。 如表 ４ 所示，以 ５５ 岁及以上农业劳
动力占比为例∗，日本高达 ８３ ８％，其次是美国
６２％，韩国为 ４９ ６％，中国接近 １ ／ ３，略高于德国和
法国的占比。 日本的老龄化最为严重，日本 ２０１５
年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就高达 ６７ 岁，２０１５ 年时
７０岁及以上劳动力占比接近一半（４６ ９％），７５ 岁
及以上的占比接近 １ ／ ３（３１ ６％）。

表 ４　 ５５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　 （％）

国家 年份
５５岁及
以上占比

年龄统计值 年龄统计值说明
２０２０年
年龄预测

美国 ２０１７ ６２ ０ ５７ ５
（平均数） 平均数来自 ２０１７年美国农业普查报告 ５８

（平均数）

德国 ２０１６ ３２ ５ — 无平均数、中位数数据 —

法国 ２０１６ ２７ ３ — 无平均数、中位数数据 —

日本 ２０１５ ８３ ８ ６７
（平均数） 平均数来自全球 ２０３０人口预测调查（Ｊｏｈｒ，２０１２） ７０

（平均数）

韩国 ２０１５ ４９ ６ ６０ １
（中位数） 中位数来自 ２０１５年韩国农业普查报告 ６２ ４

（中位数）

中国农业劳动力 ２０１６ ３３ ６ ４８ ６
（平均数）

平均数来自 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全
国 ９个省开展的可代表全国农村就业的大规模调查数据
（黄季焜等，２０１５）

５５ ６
（平均数）

中国职业农民 ２０１６ １１ ８ ４５ １
（平均数）

平均数来自中央农村广播电视学校《中国新型职业农民
发展指数研究 ２０１８》，数据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中央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２０１９）

４６ ９
（平均数）

　 　 注：韩国数据：原数据分组和美国等国家不同，数据分组为 １５岁以下，１５～６４岁，６５岁及以上。 为了能够做国际对比，将数据分组
做简单变化，其中 １５～６４岁之间的人平均分成 ５０组，２０组列为 ３５岁以下，２０组列为 ３５～５４组，１０组列为 ５５岁及以上

２０２０年农民年龄预测说明：中国农业劳动力年龄预测来源于黄季焜、靳少泽的论文，其他国家农民的年龄预测来源于作者推算，
其中美国、韩国预测基于两国近 ２０年的农业普查数据，日本基于近 １５年的农业普查各年龄各分组占比变化数据，中国职业农民年龄
预测基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连续两年对职业农民的追踪调查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普查 ２０１７，作者整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ｓ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ＡｇＣｅｎｓｕｓ ／ ；欧盟农业数据库，作者整理：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ｓｏ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ｕｉ ／ ｓｈｏｗ ｄ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 ＝ ｌｆｓａ＿ｅｇａｎ２２ｄ＆ ｌａｎｇ＝ｅｎ；日本农业普查 ２０１５，作者整理：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ｓｔａｔ－ 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ｐａｇｅ ＝ １＆ｌａｙｏｕｔ ＝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ｔｏｕｋｅｉ ＝ ００５００２０９＆ｔｓｔａｔ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２９２０＆ｃｙｃｌｅ ＝ ０＆ｔｃｌａｓｓ１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７４３７＆ｔｃｌａｓｓ２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７４１５；韩国农业普查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 ／ ／ ｋｏｓｔａｔ ｇｏ ｋｒ ／ ｐｏｒｔａｌ ／ ｅｎｇ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１ ／ ｉｎｄｅｘ ｂｏａｒｄ？ ｂｍｏｄｅ ＝ ｒｅａｄ＆ａＳｅｑ ＝ ３５７８９６；中国第三
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１５６３５９９ ｈｔｍｌ；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２０１６年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  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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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统计分类不一致，有 ５岁一组的，也有 １０岁一组的，无法找到一个全部统一的分界点进行对比。 最终采用美
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 ５个国家都包含的“５５岁”作为年龄比较分界点



　 　 中国职业农民的老龄化程度偏低。 第一，与国
内农业劳动力相比则明显年轻化。 如图 ３ 所示，
２０１６年时，职业农民中 ５５ 岁以上的农民占比仅为
１１ ８％，低于同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中 ５５ 岁以上的
农民占比 （ ３３ ６％）， 低了至少 ２０ 个百分点。
７１ ５％职业农民的年龄集中在 ３６～５４岁之间，而中
国全部农业劳动力中的这一比例只有 ４７ ３％。 中
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 ４５ １ 岁，比中国农业劳

动力年轻约 ４岁（见表 ４）。 第二，与国际上的美国
和日本相比，中国职业农民也呈年轻化特征。 美国
农业劳动力中 ５５ 岁及以上人员占比为 ６２ ０％，高
出职业农民相应比例 ４ 倍多。 日本这一年龄段劳
动力占比更高（８３ ８％），高出职业农民相应比例 ６
倍多。 中国职业农民中的 ３６～ ５４ 岁农民占比分别
是美国和日本农业劳动力中同一年龄段劳动力占

比的 ２ ４倍和 ６ 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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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农业普查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ｓ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ＡｇＣｅｎｓｕｓ ／ ；日本农业普
查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ｓｔａｔ － 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ｐａｇｅ ＝ １＆ｌａｙｏｕｔ ＝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ｔｏｕｋｅｉ ＝ ００５００２０９＆ｔｓｔａｔ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２９２０＆ｃｙｃｌｅ ＝ ０＆ｔｃｌａｓｓ１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７４３７＆ｔｃｌａｓｓ２ ＝ 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７４１５；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２０１６ 年：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１５６３５９９ ｈｔｍｌ；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２０１６年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 
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７

图 ３　 按年龄分组的中国职业农民与各国农业劳动力　 （％）

　 　 ２ 国内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职业
农民老龄化趋势相对不高。 中国职业农民的老龄
化趋势低于中国全部农业劳动力，也低于部分发达
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趋势。 第一，据中国
１９９６年的第一次农业普查，５６ 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的占比为 １２ ７％，到了 ２０１６年的第三次农业普查，
５５岁及以上农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了 ３３ ６％∗∗，几

乎是 ２０ 年前的 ３ 倍。 根据相关研究（黄季焜等，
２０１５）的计算，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年均增
加 ０ ８岁左右。 职业农民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可利
用的数据时间跨度非常短，从仅有的中央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对全国近 １ 万名职业农民连续两年的调
查发现，平均年龄从 ２０１７年的 ４５ １岁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５ ７岁，年均增加约 ０ ６岁，增加幅度小于中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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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数据限制，德国、法国、韩国农民的年龄没有和中国、美国、日本农民年龄对应的分组（如 ３５岁及以下、３６～ ５４ 岁、５５ 岁及以上三
组），所以无法进行全部年龄组之间的对比

１９９６年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公布的年龄分组为 ３５岁及以下、３６～ ５５ 岁、５６ 岁及以上；２０１６ 年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公布的年龄分组
为 ３５岁及以下、３６～５４岁、５５岁及以上，该分组和美国、日本等年龄分组相同



国农业劳动力的总体水平∗ 。 第二，职业农民的老
龄化趋势和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居中位置。 以美国
和韩国为例，如图 ４ 所示，美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
年龄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５４ ３ 岁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７ ５
岁，年均增加 ０ １６ 岁，增加幅度低于中国职业农
民；韩国农业劳动力年龄的中位数从 １９９５ 年 ４５ １
岁迅速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０ １ 岁，年均增加 ０ ７５
岁，增加幅度高于中国职业农民。 第三，从 ２０２０ 年
劳动力年龄预测值来看，职业农民相对最年轻。 由
于各国农业普查的时间点并不一致，为了增加可比

性，本文根据各国的农业普查资料、年龄增长速度，
预测各国 ２０２０ 年的农业劳动力年龄（见表 ４），结
果显示，日本、美国的平均年龄将分别达到 ７０ 岁和
５８岁，韩国的中位数年龄将达到 ６２ ４ 岁。 同时根
据相关研究（黄季焜等，２０１５）的推测，到 ２０２０年中
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达到 ５５ ６ 岁。 根据中
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对全国职业农民的调查数据

推测，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
４６ 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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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历年农业普查数据，作者整理，美国的农业普查年份以 ２ 和 ７ 结尾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ｓ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ＡｇＣｅｎｓｕｓ；韩国农业普查 ２０１５报告，韩国的农业普查年份以 ０ 和 ５ 结尾  ｈｔｔｐ： ／ ／ ｋｏ⁃
ｓｔａｔ ｇｏ ｋｒ ／ ｐｏｒｔａｌ ／ ｅｎｇ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１ ／ ｉｎｄｅｘ ｂｏａｒｄ？ ｂｍｏｄｅ＝ ｒｅａｄ＆ａＳｅｑ＝ ３５７８９６

图 ４　 美国和韩国的农业劳动力年龄　 （岁）

（二）职业农民女性占比明显低于总体水平
１ 国内外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低，女性职业

农民占比更低。 中国职业农民中女性占比低于国
内外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占比水平。 首先比国内农
业劳动力女性占比低。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中国农业
劳动力中女性占比为 ３９ ９５％，高于同期美国、德
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的相应比例。 而同期中国
职业农民中女性占比仅为 ２３ ７４％（见图 ５），低
于上述国内外相应水平。 虽然有研究发现 ９０ 年
代以来中国农业女性化的趋势在上升（Ｄｅ Ｂｒａｕｗ
等，２０１３），但中国职业农民女性化问题相对要弱
的多。

２ 国内外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基本呈下降
趋势，女性职业农民占比基本不变。 中国职业农

民的女性占比基本不变。 ２０１５ 年，中国职业农民
中女性占比为 ２３ ２４％，２０１６ 年增加到 ２３ ７４％，
变动幅度非常小（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等，２０１７）。
而国内外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占比基本呈下降趋

势。 从可获得的数据（见图 ６）来看，农业劳动力
女性占比趋势的变化不尽相同，这和各个国家的
农业基本经营情况、农业发展阶段有关。 但是可
以看出，近年来，特别是从 １９９４ 年以来，各个国家
的女性占比都呈减少或稳定不变趋势。 例如，美
国从 １９５２ 年以来，女性占比逐渐上升，到 １９９４ 年
上升到 ２５％以后，占比基本稳定不变。 韩国农业
劳动力的女性占比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

程，也是在 １９９４ 年左右开始下降。 中国和德国近
３０ 年来，日本和法国近 ５０ 年来，农业劳动力女性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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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无有关职业农民年龄变化长时间跨度的数据，从 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两年的短期数据推断出的职业农民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和长
期数据推断出的结果有一定偏差，但仍然是目前可以利用的唯一数据结果



占比都基本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下降幅度较缓， 低于日本、德国和法国∗。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M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U�

U

数据来源：国际粮农组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ＯＥ；国际劳工组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ｅ⁃
ｓｏｄａｔａ ／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编  ２０１６年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  中国农业出版
社，２０１７

图 ５　 ２０１６年各国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占比和中国职业农民中女性职业农民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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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际粮农组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 ｄａｔａ ／ ＯＥ；国际劳工组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ｅｓｏｄａｔａ ／

图 ６　 中国等 ６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占比　 （％）

　 　 （三）职业农民教育程度高于国内低于国际总
体水平

１ 国内外农业劳动力教育程度低于其他行业
水平。 世界范围来看，农业劳动力教育程度普遍不
高，并低于其他行业从业者。 从图 ７ 可知，农业劳

动力主要以高中及以下学历为主。 ２０１６ 年美国高

中及以下学历的约占 ６５ ８％，德国为 ７６ ５％，法国

为 ８２ ９％，日本为 ９４ １％∗∗。 中国农业劳动力

（２０１６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为 ９８ ８％。 中

—９３１—

　 　 曾俊霞等：中国职业农民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

∗∗

为了增加国际对比性，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占比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 采用中国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发现中国
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占比 １９９６ 年为 ５１．８％，２００６年为 ５３．２％，占比高于男性，但是到 ２０１６ 年下降到 ４７．５％，占比少于男性。 同时根据黄季
焜、靳少泽的推测，农业女性劳动力占比将以每年 ０． ２２％ 的速度下降（黄季焜等，２０１５）

日本官方数据缺失，有文献表明日本农民的教育程度为大学毕业者占 ５．９％，高中毕业者占 ７４ ８％，初中毕业者占 １９ ３％（原为
１９ ４％，考虑三者相加为 １００，减少到 １９ ３％），该文献未指明数据具体年份（樊英等，２０１３）



国职业农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为 ９４ ５％。 进
一步的，根据欧盟数据，欧盟 ２８国农民高中以上学
历的占比为 ８ ９％，远低于所有从业者（３３ ９％）的
比例∗。 再以美国为例，２０１５年农村人口中 ２８％获
得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远低于城市人口（４１％）的比
例①。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数据显示，中国从
事农、林、牧、渔业的从业者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仅有
０ ７％，远低于所有从业者（１８ ２％）的比例。 通过
国际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落后其他行业
劳动力教育程度的差距大于世界发达国家。

２ 职业农民教育程度高于中国，但仍低于欧

美日等国家农业劳动力相应水平。 教育程度是衡
量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关键指标，如前所述，国内外
全行业中，农业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 而且，农业
劳动力教育程度国别差异非常大，发达国家遥遥领
先于中国。 如图 ７ 所示，２０１６ 年，高等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在美国、德国、法
国、日本依次为 ３４ ２％、２３ ５％、１７ １％和 ５ ９％，而
中国仅为 １ ２％；初中以下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依次为 １２ ７％、 １３％、２４ １％和
１９ ３％，而中国高达 ９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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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２０１６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ｓ ｇｏｖ ／ ｅｍｐ ／ ｔａｂｌｅ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ｂ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欧盟数据，２０１６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
ｄｅｘ ｐｈｐ ／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中国统计局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２０１６ 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１５６３５９９ ｈｔｍｌ；农业部科技教
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编《２０１６年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２０１７；日本、韩国官方数据缺失。 日本农民的教育程度有文献表明为大学毕业者占
５ ９％、高中毕业者占 ７４ ８％、初中毕业者占 １９ ３％（原为 １９ ４％，考虑三者相加为 １００，减少
到 １９ ３％）（樊英等，２０１３）

图 ７　 按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各国 ２０１６年农业劳动力及中国职业农民　 （％）

　 　 中国职业农民教育程度和中国农业劳动力相
比具有明显优势，但是仍然显著落后于世界发达国

家（见图 ７）。 一方面，２０１６年职业农民大专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占到 ５ ５％，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共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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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盟将教育程度分为三等，最低等基本等同于初中级以下学历，中间等基本等同于高中中专学历，最高等基本等同于大专及以上学历。 数据
来源于欧盟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ｔｉｔｌ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Ｕ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２０１７ Ｅｄｉｔｉｏｎ



占 ３０ ４％。 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中国职业农民高
中学历的占比是其 ３ ５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
是其 ４ ６倍，整体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农业劳动
力。 另一方面，职业农民作为中国高素质农民的代
表，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教育程度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职业农民中高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占比仅相当

于美国的 ４６ ９％、德国的 ３９ ２％、法国的 ４２ ３％、
日本的 ３３ ３％，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仅相当于美
国的 １６ １％、德国的 ２３ ４％、法国的 ４２ ３％，整体
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尤其是中国农业的
发展，区别于传统农民的职业农民群体逐渐发展起
来。 为了对比职业农民和中国农业劳动力，以及世
界重要农业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在人口基本特征方

面的差异，本文选取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
５个国家并开展农业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
度三方面的对比研究。 研究发现，世界（包括中
国）农业劳动力普遍存在老龄化并且趋势加重，农
业劳动力女性占比低于男性并且基本呈减少的趋

势，农业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整体不高且国别差距
大；相比而言，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的职业农民群体
的三个特征及变化在程度上有所特别，老龄化程度
低、加重趋势缓慢，女性占比低且基本稳定，教育程
度超过了中国农业劳动力整体水平、但仍然落后发
达国家很多。 因此，通过国内外对比发现，中国的
职业农民队伍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仍需通过加大培
训、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职业农民的素质，

以缩小国际差距。
综上，中国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工作，应放眼

全球，正视“老龄化、妇女化、文化偏低”现象，同时
要做好如下工作：第一，健全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
并增强培训的法律保障力度，持续提升职业农民的
人力资本水平。 以政府主导的培训体系为主，鼓励
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开展
相关培训服务。 同时，应结合目前与农民职业培训
相关的《农业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积极探索
职业农民培训方面的针对性法律研究和制定。 第
二，提升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畅通各类人才成
为职业农民的渠道。 推进职业农民的职业化进程，
确保农民这个职业获得应有的尊重，享有与其他职
业一样应有的政策，健全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
体系。 同时，为社会任何一个愿意成为职业农民的
人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三，加强职业农民的统计和
普查工作，为把握现状和定量分析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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