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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围

绕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对 2021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作出进一步的全面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出发，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观，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切实做好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这篇大文章，是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关键

所在。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

历史使命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

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直接关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度和质量成色。与

加速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

比，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四化”同步发展的

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发展现

代农业既不能照搬美、加大规模经营的模式，

也不能采取日、韩依靠高补贴、高价格维持小

规模农户高收入的做法，必须探索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推进中国

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

解决好农民问题。因此，在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高度重视占中国人

口最大多数的小农户群体的福祉增进，加速

小农户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

社会政治问题。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

宁。他还曾引用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

诺讲过的话，“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

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坚持为广大农民谋幸福，全力解决中国农民

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没

有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所倡导的土地国有制，而是采取没收封建地

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使农民从政治上

获得彻底解放，经济上获得自由。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农村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道路。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恢复家庭承包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基

础性地位，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载入《宪法》

（1999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苑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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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现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初步形成了引导小农户

走上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不断

加大政府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对贫弱农

户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普通小农户的增

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浓重笔

墨，强调共同富裕，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原则，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到 2035年，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推动共同

富裕的重点领域在农业农村，难点在不断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2020年夏秋，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所承接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查项目

“乡村振兴农户问卷调查”，深入到全国东、中、

西、东北 10 省 50 县 156 个乡镇 308 个村的

3800余农户中间展开问卷调查，初步统计结果

显示，农户家庭经营净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收

入分配基尼系数的贡献度明显高出工资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等的贡献度。由

于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有

所扩大态势，加速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

衔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意义重大。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面

临的主要挑战

小农户经营仍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

的基本面。按照世界银行耕地面积 2公顷及以

下为小农户的标准，2019年我国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小农户有 2.1 亿户，占汇总农户总数的

86.9%；现有的 15.45 亿亩家庭承包经营耕地，

仍然由承包农户耕种的为9.9亿亩，占耕地总面

积的近 2/3；流转出去的耕地 5.55亿亩,占耕地

总面积的 1/3略强。从流入的主体看，流入到

农户的面积最大，为3.12亿亩，占流转总面积的

56.78%。其他流入方是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和涉农企业等。因此，小农户经营是中国农业

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基本力量，小农户能否与现

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直接关系到提高我国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

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农村中的2

亿多小农户群体已经严重分化，初步形成了追

求利润最大化、现代化职业农户，追求家庭效用

最大化的兼业生计农户，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的

非农化农户，少量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生存

型农户等四大群体。其中，集生产与消费双重

属性于一身的兼业生计小农户构成了当前我国

农户的主体，也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的主要目标群体和重点任务所在。

与职业农户不同，兼业生计小农户群体在

农业生产中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农

业产出效益最大化。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

出相对偏低，家庭劳动力通常要优先配置到非

农领域，结果出现了农业的兼业化、副业化、老

龄化趋势，与现代农业要求的专业化、职业化、

高素质的农民队伍形成尖锐矛盾。我国农业

“三普”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户家庭中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55岁及以上的占 1/3,高出农业经营

单位 12个百分点，并且文化素质明显偏低。中

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乡村振兴国

情调研”的数据显示，从事全职务农的劳动力平

均年龄超过 50岁，受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的比

例为 44.32%，高出非农就业劳动力同比例的 3

倍以上；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比例仅为10%，不及

非农就业劳动力同比例的 2成。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看，近些年来，工资性收入不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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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一大来源，而且

对于农户收入增长的贡献也最大。2019年，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中，人均工资性收

入 6583元，占比 41.1%，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

点，对农村居民人均增收的贡献率为 41.8%；而

人均经营性净收入 5762 元，占比 36.0%，比上

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对农村居民人均增收的

贡献率为 28.8%，低于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 13

个百分点。因此，兼业生计小农户会选择以非

农领域就业及投资为优先顺序，合理配置家庭

生产要素资源。家庭农业生产通常以节约劳

动用工、规避风险、满足简单再生产为导向，他

们对采纳新品种、新技术，投资农业基本设施

建设等缺乏内在激励，尤其是 2016 年—2019

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平均净利润出现“四

连负”，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下降，从而直接影

响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的建设步伐。

我国农业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农业“三普”数据显示，耕

地的灌溉面积只有 45.9%，并以地表水为主，占

灌溉耕地面积的近 7成。近年来，为巩固和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不

断加大建设高标准农田力度。到 2022 年，全

国计划建成 10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

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稳定

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但在地块细碎

化、经营分散化的小农户中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存在着国家投资缺口大、建设质量难以保

障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丘陵地区，因基建成

本高，加上农户分散经营，地块细碎，打破农户

承包地的产权边界、连片平整难度大，造成一

些高标准农田只修了四周外围的路与渠，被农

户戏称为“镶金边工程”。因此，建设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必须解决分散小农户生产存在的副业化、兼业

化、老龄化问题。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

重要途径

推动以兼业生计小农户为主体的广大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要从解决小农户当前

存在的小、散、兼、弱等共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化

农村改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培育好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因地制宜，多

措并举，积极探索多模式的发展路径。

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政府

农技推广体系为代表的公共社会化服务体系，

始终是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础性力量。这

是由农业的多功能属性,农业技术的公共物品

性和外部性，以及中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和

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特别是现

阶段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

生态效益，与技术采纳者兼业小农户可能获得

的微不足道的个人收益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使得政府公共部门要承担起具有长期性、战略

性、公共物品属性强的种子、关键核心技术等科

技研发投资和推广任务。坚持农业科技的自立

自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其成果的公共

推广应用，是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调动广

大农户种粮积极性，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

务体系的基本根基所在。

近些年来，立足于兼业小农户的生产需求，

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领域，以专业服务公司（大

户）、农机植保合作社及供销合作社为代表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大力开展农业生产过程的

托管服务，坚持不改变小农户的独立生产经营

决策主体地位，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集

约化的现代科技和机械装备服务，促进小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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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现代农业的直接结合，让农户直接分享

到现代农业生产带来的节本增效收益。按照农

业农村部的预计，2020年底，社会化服务组织

服务小农户超过7000万户，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16亿亩余次，其中粮食作物超过 9亿亩次。据

典型地区的初步测算，托管服务亩均物化成本

节约 5%—10%，增产 10%—20%，增效 10% 以

上。目前，我国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

近 90万家，为构建起功能完备的农业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后应引导各类服务组织按

照农产品的作物品种，加速构建从“种子到筷

子”的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尤其应加大生产前

端的良种化应用和产后的商品化处理等重点环

节的社会化服务开发，以全面实现小农户生产

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从国际经验看，凡是实现了农业现代

化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农民组织化程度高的

国家。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是我国推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最大障碍。党中央始

终高度重视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改革开放之初，

农村全面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中央文件曾多

次强调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做好为农户提

供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的统一服务，解决农

户一家一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解决了不合算

的问题。但集体的统一经营服务较长一段时间

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2018年 9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的第八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

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随着土地二

轮承包期即将到期，在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的前提下，应不断完善承包地“三权分

置”制度，在促进小农户的承包地流转和完善全

程化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上共同发力。在

城镇化速度较快的地区，应引导和鼓励兼业小

农户向家庭农场、专业服务大户、农民生产合作

社等流转承包地，促进土地的连片经营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不断壮大种田能手为主体的家庭

农场队伍，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耕地

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改善的同时，培育一支现代

化的职业农民队伍，不断筑牢现代农业生产经

营的基础。对于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等地区，

对那些经营承包地意愿较强的兼业小农户，应

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速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发展

土地（社区）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通过合

作社的服务平台，与各类现代化专业服务组织

和市场终端商对接，实现兼业小农户走上服务

规模化的适度规模经营道路，实现农业生产经

营的现代化。顺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的发展大趋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多

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进城落户农民

的后顾之忧，引导进城落户的农民按照依法自

愿有偿原则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防止耕地被

撂荒或细碎化。同时，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对

小农户的综合培训，特别是增强小农户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升广大小农户的人力资

本水平，转变小农户的传统观念，全面推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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