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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末期，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

的经济下行压力，优先稳就业成为当前政府工作

的重中之重。尽管农村就业矛盾不如城市突出，但

稳定农村就业对保障中国农业安全、实现乡村振兴

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进一步挖掘

农村就业创业潜力，也会缓解当前宏观就业压力。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研究在重点分析“十 

三五”期间中国农村就业创业的基本情况和面临

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以“稳就业、促创业”为

基本方向，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农村高质量

就业创业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支撑政策，把挖掘农

村就业创业潜力，作为全国“稳就业、保民生”

的新动能。

一、“十三五”期间农村就业创业回顾

“十三五”期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乡村从业人员数量及其占全国比重呈不断下降的

趋势，从业行业趋于多元化。农民工总量持续增

加但增速趋缓，农民工群体愈发倾向于就近就业，

返乡下乡创业人数持续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总体

呈良好发展的局面。

（一）乡村就业总体情况

首先，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及其比重延续下降

趋势。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十三五”

期间，中国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及其占全国比重

延续“十二五”态势，继续下降（见图 1）。

2015—2018 年期间，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及其比重

由 37,041 万人和 47.80% 分别下降至 34,167 万人

和 44.00%。

其次，在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人

员数量及其占比也呈下降趋势。根据图 2 显示，

从乡村就业人员从业结构来看，“十三五”期间

从事第一产业人员总数及其所占比重也呈不断下

降的趋势。与“十二五”末期（2015 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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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农民工外出基本情况（2008—2018 年） 

年份

外出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

总量
（万人）

占全部农
民工比重
（%）

构成
总量

（万人）
占全部农民
工比重（%）跨省流动

（万人）

省内流动

总量（万人） 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比重（%）

2008 14,041 62.30 7484 6557 46.70 8501 37.70

2009 14,533 63.20 7441 7092 48.80 8445 36.80

2010 15,335 63.30 7717 7618 49.70 8888 36.70

2011 15,863 62.80 7473 8390 52.90 9415 37.20

2012 16,336 62.20 7647 8689 53.20 9925 37.80

2013 16,610 61.80 7739 8871 53.40 10,284 38.20

2014 16,821 61.40 7867 8954 53.20 10,574 38.60

2015 16,884 60.80 7745 9139 54.10 10,863 39.20

2016 16,934 60.10 7666 9268 54.70 11,237 39.90

2017 17,185 60.00 7675 9510 55.30 11,467 40.00

2018 17,266 59.90 7594 9672 56.00 11,570 40.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9—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a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图 3  2009—2018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9—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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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2018 年中国乡村就业基本构成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8 年乡村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人员数及其比

重为 20,258 万人和 39.30%，分别下降了 1661 万

人和 0.1 个百分点。

综合以上分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

国城市地区自 2014 年以来已经超越乡村成为吸纳

劳动力大军的主战场。此外，从乡村人员从业结

构来看，尽管第一产业仍是乡村吸纳劳动力的第

一大产业，但从趋势来看，乡村人员从业趋于多

元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自改革开放以

来就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

首先，农民工 a 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速下

滑明显。如图 3 所示：“十三五”期间，农民工

总量延续 2009 年以来的持续增长态势，至 2018

年已经达到 28,836 万人；从增速来看，尽管

“十三五”初期，即 2016—2017 年，农民工队伍

增速连续两年呈增长态势，但 2018 年增速下滑至

0.64%，为近十年来的新低，从而未能扭转自 2010

年以来农民工增速下降的趋势。

23.7

56

76.3

4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19
78

19
79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
%
）

( 万
人
)

城镇就业人员 乡村就业人员 城镇就业人员比重 乡村就业人员比重

图 1  1978—2018 年中国城乡就业基本趋势

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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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b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其次，农民工越来越趋向于就近就地就业。

根据表 1 显示，本地农民工 a占全部农民工比重

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呈增加态势，占比由 36.8% 增

加至 2018 年的 40.10%；而同期外出农民工 b 占

全部农民工比重则由 63.20% 下降至 59.90%。尽

管外出农民工依然占据半壁江山，但从外出农民

工内部流向来看，省内流动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外

出农民工比重自 2011 年占据一半以来，一直呈增

加趋势，2018 年已经达到 56.00%，省内流动已经

成为外出农民工主要流向。数据显示，2018 年省

内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比重已

经达到 73.70%，表明农民工越来越趋向于就近就

地就业。

再次，中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持续增加，但

东部依然是农民工输出和输入的主要区域。从输

出地来看，“十三五”期间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

占全国比重持续降低（见表 2），但依然高于其

他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占比则持续

增加，2018 年占全国比重达 60.54%；与其他地区

相比，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相对较少且占全国比

重近年来始终保持在3.30%左右。从输入地来看，

尽管东部地区凭借经济实力继续成为吸纳农民工

的主要区域，但其吸纳的农民工占全国比重近年

来呈下降趋势。与“十二五”末期相比，2018 年

东部地区吸纳农民工占全国比重下降 2.87 个百分

点，达 54.82%；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占全国比

重也不断呈上升态势。总体来看，“十三五”期

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输出与输入都保持增长态势，

但依然未能撼动东部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东北地

区农民工输出与输入则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

最后，服务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农民工

就业的主要产业。根据表 3 显示，从三次产业来

看，2014—2018 年期间，第一产业吸纳农民工就

 表 2  农民工区域分布状况（2015—2018 年） 单位：%

区域
输出 输入

2015 2016 2017 2018 2015 2016 2017 2018

东部 37.12 36.92 36.40 36.10 57.69 56.65 55.82 54.82

中部 33.06 32.94 32.98 33.08 20.18 20.40 20.63 20.98

西部 26.59 26.85 27.27 27.46 18.77 19.47 20.08 20.78

东北 3.23 3.30 3.34 3.36 3.10 3.21 3.19 3.14

其他 0.26 0.27 0.28 0.2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9—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注：其他地区指港、澳、台及国外。

业占全部产业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第二产

业占比则连年下降，而同期服务业吸纳农民工就

业占比则呈增长趋势。2018 年，第二产业吸纳农

民工就业占比下降至 49.10%，近年来首次降至

50.00% 以下；而服务业则顺势超过第二产业，吸

纳了 50.50% 的就业农民工。

（三）返乡下乡创业整体概况

首先，返乡下乡创业人数持续增加。根据农

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末期（即

2015 年），全国返乡下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 480

万；[1]“十三五”期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

力推进和农村创新创业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村地

区对创业人员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至 2018 年，各

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已经达 780 万人，[2] 三年期

间增加近 300 万人。

其次，返乡下乡创业主体多元化，农民工占

据主体地位。目前，返乡下乡创业主体愈发多元化，

除农民工、大学生、企业家等传统农村创业者以

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型创业主体，例如农业

相关领域的科技人员、退役军人、城镇人员以及

“海归”人员。尽管创业主体趋于多元化，但农

民工依然占据返乡下乡创业主体地位。根据农业

农村部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15 年，返乡创业

农民工达 220 万人，约占全部返乡下乡创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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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5.80%；2018 年，返乡创业农民工增加至 540

万人，占比增加至69.20%，占据绝对主体地位。[1-2]

最后，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显著。与传统创业

者相比，无论是返乡的农民工，还是下乡的“海

归”、科技人员等，其市场经验更加丰富、资金

实力更为雄厚，同时也更加强调对互联网等先进

技术的应用和掌握。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相关

报告，2018 年返乡下乡创业的人员中，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创业的达 54.30%，创办实体的 82.00%

集中在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

农村三产融合领域，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

67.00%，向农户返还或分配利润平均达500多元，

为农民增收开拓了新渠道。[2]

二、当前农村就业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

战

从“十三五”时期中国农村就业创业发展现

状和国内外发展形势面临的新变化来看，当前农

村就业创业主要面临宏观经济“降速”预期带来

的总体就业挑战、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歧视、

农村创业环境存在较大短板等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农村地区就业市场的稳定和创业市场的

发展。

（一）宏观经济“降速”带来总体就业挑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存在升

级隐忧、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和全球经济冲击以

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入“新常态”等挑战，面

对这些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2020 年中国第一

季度 GDP 已经同比下降 6.80%，且全年依然面临

极大的增长不确定性，这些都会给农村地区以及

农民工就业带来严峻挑战。

首先，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就业将面临严峻

挑战。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以及农

产品加工等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

全部农村从业人员比重已经由 1978 年的 7.60% 上

升至 2018 年的 40.70%，吸纳了近 1.4 亿劳动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冲击下，农村地区的

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业都会受到冲击，造成农

村二、三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从而对就业构成极大

的挑战。

其次，农民工外出就业面临挑战。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都加强了对本

地区外来人员的限制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长期跨省务工的农民工群体。2018 年，跨省

外出农民工群体达 7594 万人，这部分农民工群体

可能会受到跨省流动受限的影响而选择就地就近

就业，从而加剧本地就业市场的竞争。此外，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2 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 13.50%、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6.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实际下降 23.70%，表明制造业、建筑业、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面临发展困境，

而这些行业都是农民工参与就业的主要行业，吸

纳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从事这些行业的农

民工将会面临极大的失业风险。

 表 3 农民工从事行业分布情况（2014—2018 年） 单位：%

行业类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第一产业  0.50  0.40 0.40 0.50 0.40

第二产业 56.60 55.10 52.90 51.50 49.10

制造业 31.30 31.10 30.50 29.90 27.90

建筑业 22.30 21.10 19.70 18.90 18.60

第三产业 42.90 44.50 46.70 48.00 50.50

批发和零售业 11.40 11.90 12.30 12.30 12.1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50  6.40 6.40 6.60 6.60

住宿和餐饮业  6.00 5.80 5.90 6.20 6.7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0.20 10.60 11.10 11.30 12.2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 — 2.70 3.50

其他 — — 11.00 8.90 9.4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9—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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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歧视依然存在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府不断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开始

逐渐改善。[3] 尽管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的工资

和就业门槛歧视有所改善，[4]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

体化程度也显著提高，[5] 但总体来看劳动力市场

中的农民工歧视依然存在。

首先，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差距在

“十三五”期间呈扩大趋势。根据表 4 显示，总

体来看，2016—2018 年，农民工月收入由 3275 元

增加至 3721 元，而同期的城镇就业人员月工资由

5631 元增加至 6868 元，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工

资与农民工月收入之比由1.72倍增加至1.85倍。

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收入不仅显著低于

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

扩大趋势。

其次，同业不同酬现象普遍。从农民工主要

从业的六大行业所获得的收入与同行业的城镇就

表 4 “十三五”时期（2016—2018 年）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收入比较

行业
农民工（元 /月） 城镇就业人员（元 /月） 城镇 /农民工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平均 3275 3485 3721 5631 6193 6868 1.72 1.78 1.85

制造业 3233 3444 3732 4956 5371 6007 1.53 1.56 1.61

建筑业 3687 3918 4209 4340 4631 5042 1.18 1.18 1.20

批发和零售业 2839 3048 3263 6138 6685 7376 2.16 2.19 2.2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775 4048 4345 5422 5933 6713 1.44 1.47 1.54

住宿和餐饮业 2872 3019 3148 3615 3813 4022 1.26 1.26 1.2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851 3022 3202 3965 4213 4612 1.39 1.39 1.44

注：农民工收入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年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城镇就业人
员收入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7 和 2018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业人员工资比较来看（见表 4），所有行业农民

工所获得的月收入都显著低于同行业的城镇就业

人员获得的月工资，并且从时间趋势来看，各行

业中两者的差距都呈扩大趋势。其中，批发和零

售业差距最大，2018 年城镇就业人员月工资是农

民工的 2.26 倍；建筑业差距最小，2018 年城镇

就业人员月工资是农民工的 1.2 倍。

最后，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依然存在。与

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益更

容易受到侵犯，[6] 例如拖欠工资、参加社会保障

水平低、工作时间长等现象普遍存在。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尽管近

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力度，

但 2016 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仍达 236.9 万

人，而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达

到 64.9%，表明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水平需要

进一步提高。[7]

（三）农村创业环境存在较大短板

与城市相比，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较差，[8] 金

融市场不发达、缺乏高层次创业人才、农民土地

等生产资料融资难、政策存在诸多不合理等都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业成功率。根据张海鹏和朱钢的研究，当前农

民工返乡以就业为主，创业人员仅占返乡农民工

总数的 23.57%。[9] 总体来看，农村创业环境存在

以下主要短板。

一是要素市场支持力度不够。资金和人才是

创业初始阶段最稀缺的要素，而农村金融市场不

发达恰恰制约了创业者获得低成本资金的便利性

和可能性，同时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以

及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完善，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不够，也造成了农村地区缺乏高层次创业者和高

端人才。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导致农村地区创业成

功率不高。此外，由于土地制度不够灵活、农村

金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土地、牲畜、

农机具等农业资产难以作为向银行贷款融资的有

效抵押物，造成农业创业者融资难。

二是农村市场需求规模较小。中国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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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距，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农民的2.64倍，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民的2.1倍。

同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 60.60%，城市常

住人口也远远超过了农村。上述数据表明，与城

市相比，农村地区需求端潜在市场规模较小，导

致在农村创业者的产品和服务高度依赖城市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创业者产品的运输成本

和市场开拓成本。

三是农村创新创业政策不完善。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创新创业政策与

城市相比，不仅滞后而且支持力度远不及城市地

区；[8] 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创新创业政策存在诸

多不合理。以中央财政支持的“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为例，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往往贷款门槛过高，

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往往需要申请者提供“本

地公职人员”作为担保人，造成大多数返乡下乡

创业者难以享受这项政策。

三、“十四五”推动农村高质量就业创业的

战略思路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不断增

加的经济下行压力，“十四五”规划应以 “稳就业、

促创业”作为促进农村就业创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为重点目标，按照“充分发挥第一产业

就业‘稳定器’作用，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就业

吸纳能力，增强农村创业环境吸引力，稳定农民

工就业”的总体思路，全面推进农村地区实现高

质量的就业创业新局面。

（一）充分发挥第一产业就业“稳定器”作用

自 2002 年以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

农村及城镇二、三产业进行转移，农业等第一产

业吸纳就业人员数量呈不断下降的态势，2002—

2018 年期间，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减少

了近 1.6 亿。尽管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数量大幅

减少，但当前依然吸纳了全国 2 亿多的劳动力。

“十三五”末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城镇就

业压力明显加大，失业率开始逐步上升。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 2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高达 6.20%，达到近 10 年来新高。

城镇失业率陡增，不可避免地对农业转移就

业产生重要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了稳定第一产业

的重要性。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等第一产业

具有更为显著的就业“稳定器”作用，这主要是

因为第一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保障产业，理论

上可以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尤其是粮食等种植

业。此外，通过利用闲置土地、新增农业用地等

方式扩大第一产业生产不仅可以吸纳新增就业，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粮食等食品供应安全，从

而稳定全国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

（二）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地区非农产业

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逐步多元化，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占农村就业人员比重逐年增加。尽管农

村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呈上升趋

势，但 2015 年以来，农村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总

数及占比都呈小幅下降趋势。2015—2018 年，农

村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及比重由 15,122 万人

和 40.80%，降至 13,909 万人和 40.70%，下降了

1213 万人和 0.1 个百分点。尽管只是小幅下降，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缓慢的现象，如不加以足够重视，在当前就

业压力逐年加大的宏观背景下，很有可能影响国

家整体稳就业方针的实施。

因此，“十四五”时期应加大对农村二、三

产业的发展政策扶持和培育力度，通过支持乡村

旅游、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农业科技服务等，

显著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为稳定

全国就业、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和下乡创业等提

供有力支撑。

（三）增强农村创业环境吸引力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作为农村创业

主体的农民工群体，2015 年返乡创业的 220 万农

民工创办的企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吸纳了

1.6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每个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创造了大约 73 个农村就业岗位，[1] 表明返乡

创业对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较大。因此，“十四五”

期间，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强农村创业环境的吸引

力来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吸纳能力。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优秀

创业人才、资本下乡和外出农民工返乡，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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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的成功率，增强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十四五”

期间应重点加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等方面建设，

并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信贷定向、贷款利率优惠、

无抵押贷款等优惠举措，全面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活

力。

（四）稳定农民工就业

2018 年中国农民工群体总人数约 2.88 亿，

大多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随着城镇就业压

力加大，失业率创出新高，直接对农民工群体的

就业产生冲击。这部分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就业

直接关系着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以及脱贫保障，

意义重大。

“十四五”期间为稳定农民工就业，首先，

应落实好国家对相关企业减税降费等支持政策，

同时在困难时期加大对企业招工的补贴力度；其

次，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

再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加强农民工基

本权益的保障，加大打击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力度，使在常住地失业的农民工可以享受与当地

职工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

四、支撑农村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政策着

力点

“十四五”规划应将提高农村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完善农村创业政策体系、促进农村产业多

样化以及吸引优秀人才、社会资本下乡等作为政

策着力点，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

业新局面，让农村地区成为全国新增就业的“蓄

水池”，稳定全国就业水平。

（一）提高农村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完善农村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应重点推进以

下工作：一是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农民、农业转

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对贫困户、低收

入群体、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开展免费职业培训；

二是建立和完善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监测系统，

完善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机制，维护本地外出农

民工基本权益；三是提高农村公共就业服务的信

息化水平，促进城乡各类就业服务信息实现互联

互通和开放共享；四是推动城镇公共就业服务向

农村地区延伸，缩小城乡就业服务的差距。

（二）完善农村创业政策体系

一是加大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降

低农村创业者小额无息贷款门槛，并将政策适用

群体由农民工扩展到所有农村创业者群体。对在

农村地区开办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服务、农村

电商等吸纳就业多、带动农户增收强的中小微企业，

在其初创期实行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加大对返乡

创业农民工的创业技能培训，全面支持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进行抵押贷款。

二是加强农村创业“软”“硬”设施建设。

首先，加强农村交通、电信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城乡硬件设施均等化；其次，大力发展城乡

物流建设和衔接，显著降低农村商品物流成本，

全面对接城镇市场；最后，加强农村信贷、保险

等金融市场建设，降低农村创业者资金借贷成本

和创业风险。此外，还应加大农村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的建设和普及，破解农村企业“招工难”困境。

（三）促进农村产业多样化

一是发展现代农业，打造新一代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加快推进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方式现

代化，运用现代农业装备、互联网等提升农业科

技水平，吸引一批有知识、爱农业、懂科技的大

学生、农业科技人员等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中，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同时加快培育一批家庭

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扩大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规

模。

二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促进农业转

移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大力扶持农

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服务、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等的发展，显著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提高农村居民就业多元化水平。同时，促进农村

地区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职业农

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四）吸引优秀人才、社会资本下乡

一是激励人才返乡下乡。首先，继续通过完

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工作机制，吸引高校毕

业生入村任职，提升农村基层管理和服务水平；

其次，鼓励农村企业、集体经营组织等各类主体

探索人才引进机制，同时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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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引进优秀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引进

优秀人才的企业给予财政资金奖励或税收优惠；

最后，吸引城市优秀教师、医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的人才下乡任职，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方

面予以政策倾斜，以显著提升农村地区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

二是促进社会资本下乡。一方面，加大农村

地区的“放管服”改革，防止中央优惠政策在基

层得不到落实，加强农村地区法治、诚信建设，

显著提升农村地区基层营商环境水平，稳定社会

资本下乡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政商合作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生活服

务业，同时鼓励社会资本与村集体开展入股、转

移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合作，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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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was complex and changeable, and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ich inevitably affecte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in 

rural areas. To cope with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hould tak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basic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ensu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fety,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idea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stabilizer' of employment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rural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stabilizing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areas.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aspects of improving rural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 improv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ystems,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ttrac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social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us, rural areas will become the "reservoir" of new jobs 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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