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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 是践行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 是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内容。 “十四五”时期是数字乡村全面

“布局”和重点“破局”发展的关键阶段，是承

上启下的 5年。 在这一关键阶段，我们需要进

一步聚焦数字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 主动迎

接新挑战，采取切实有效政策措施，加速发展

进程。

“十四五”加快数字乡村发展的三大任务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一项跨越 32 年的

战略工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中作出

四个阶段划分：第一阶段（2019—2020年），数

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进展；第二阶段（2021—

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发展；第三阶

段（2026—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发

展；第四阶段（2036—2050 年）全面建成数字

乡村。 2020 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经过

“第一阶段”的快速推进，初步完成了政策体

系和整体规划的起步准备， 在数字化农业生

产经营、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良

好的开局。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农

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

快向乡村延伸，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数字乡村发展的“第二

阶段”，承上启下，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乡村经济的新业态、

新模式探索， 加快完善数字化乡村治理和信

息服务，为“第三阶段”的 10 年（2026—2035
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加快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十四五”期间，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加速乡村网络

设施建设。 根据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全国

农村网民规模为 2.55 亿 ， 占网民整体的

28.2%，从人口比例上看，与城市网民规模仍

存在一定差距。 “十四五”期间，农村地区的宽

带网络和 4G 覆盖需要进一步深化普及，5G、
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的

“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乡村发展的
思路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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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应用需要进一步提速。 比如，5G 技术

在农业大数据试点示范县和农业农村数字经

济示范区的探索应用， 区块链技术在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和一村一品示范村的应

用。二是加快信息终端建设和服务供给。截至

2019年底， 已经建成益农信息社 38万个，覆

盖全国近 70%的行政村。除了目前 18个省份

已经开始整省推进之外， 其余省份也将会积

极开展有关工作。 “十四五”期间信息服务的

覆盖， 以及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加

强。三是加快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具

体包括农村水利、公路、电力、冷链物流、农业

生产加工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加

快发展智慧水利、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

农业、智慧物流的应用。

2.加快数字乡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探索

的任务。 “十四五”期间，随着快递物流网络、

冷链物流体系， 以及农产品质量追踪体系的

进一步完善， 需要加快经营端和生产端深入

融合， 加快数字乡村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探

索，形成“小农户”和“大市场”的连接，让农民

切切实实感受到数字生产力的释放。 当前，各

类电商企业正在积极从交易环节切入， 在品

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的驱动下，不断向农业

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智能农机调度、数

字农业管控等生产端环节渗透， 形成经营端

和生产端的良性互动和正反馈。 比如，阿里巴

巴打造的“未来农场”管理系统和“盒马村”模

式，京东正在探索的“京东农场”，拼多多培育

的“多多农园”，本来生活持续升级的“本来扶

贫 3.0”模式等。

3.加快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的任务。

“十四五”时期，需要加快数字技术同乡村治

理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补齐乡村治理的信息

化短板，提升乡村治理的透明度、精细化和专

业化水平，探索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具体工作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互联网+党建”

“网上村（居）民委员会”等新模式的探索。 通

过新模式探索， 逐步完善农村基层党建信息

平台，规范村民委员会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畅通社情

民意。二是“互联网+社区”公共管理新模式的

探索。 通过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实

现信息发布、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

等村级事务在网上运行， 提升人民群众办事

的满意度。

“十四五”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任务的完成，

需要主动迎接转变数字乡村发展观念、释放数

字生产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和构建数据共享

机制等四个方面的新挑战。

1.转变数字乡村发展观念。数字乡村发展

首先需要面对观念上的挑战， 即如何从 “割

裂”走向“融合”。 数字乡村发展不是数字技术

的简单叠加，不是农业信息化的进一步延伸，

不是从各自部门职能出发割裂的发展数字化

农村。 数字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一个数字物理

系统（CPS），是一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

高度融合的乡村。 因此，我们需要从融合的角

度来规划和落地数字乡村建设， 在融合中抢

抓发展机会、创造发展空间、创新发展机制。

“十四五”时期，需要各类参与主体在观念上

能够取得共识，在实践中突破现实的割裂，实

现不同来源数据、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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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与经营环节、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

与乡村等多方面的融合， 促进数字技术在生

产经营中的加速渗透和农村发展方式的转

变。

2.释放数字化生产力。 “十四五”期间，如

何实现“小农户”与“大生产”“小农户”与“大

市场”之间的有机衔接？ 真正释放出数字化生

产力， 这是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第二项重要

挑战。 站在经济学视角看，数字技术带来生产

力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的

释放来获得，在网络效应释放之前，最重要的

是突破最低数字技术应用规模的边界。 这一

突破的关键是“小农户”和“市场资源”在各类

数字技术应用平台上的规模连接和参与。 因

此，“十四五”时期，建设各类数字化平台的挑

战就在于平台功能的突破， 在于平台活跃用

户数量的突破，在于“农户”和“市场资源”之

间正反馈的突破。

3.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只有激发内生发展

动力才能保证数字乡村的持续建设和发展，

这是“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第三

项重要挑战。 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挑战主要

体现在人才和组织主体缺乏两个方面。 一是

从人才方面看， 未来数字乡村建设最缺乏的

是“示范引领”者，是那些真正能够运用数字

技术去提升乡村生产和经营效率的人才。 “示

范引领”者可以抓住数字乡村发展的机会，通

过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整合提升现有资金、技

术、劳动力等资源，创造出数字乡村的独特价

值，引领数字乡村发展，并将他们的成功模式

能够迅速在乡村中扩散，发挥着“能人效应”。

二是从组织方面的挑战看， 目前数字乡村发

展生态最需要补足的短板是各类“组织主体”

短板。 比如，新农民、新技术的创业创新中心，

农民数字化素养的培训中心， 农民合作社规

范运作法律服务中心，等等。 这一类真正能够

连接起各级政府、市场和乡村之间的“中间组

织”。

4.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是数字乡村发

展的生产要素，但数据创造价值需要各层、各

类数据的聚合，形成有效信息和专业知识，才

能够最终创造价值。 “十四五”时期，将是国

家、各省（区）、各市县农村大数据平台或中心

大力建设的时期。 这一建设过程中，比硬件基

础设施建设更难的、 更重要的是数据共享机

制的构建。 “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数据共享

机制构建的挑战主要来自“块数据”和“条数

据”两个维度。 就“块数据”而言，首先需要县

级层面数据共享机制的构建， 包括已有分散

建设涉农信息系统的打通，对标准化、规范化

和可扩展性乡村要素资源数据目录的建立，

对数据权属的明确和相关机制的建立等。 就

“条数据”而言，主要是国家和各省区层面以

重点农产品全产业链为主线的数据共享机制

构建。

加快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既需要发

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还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

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 政府

需要进一步做好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架构和

机制创新，加快推进相关试点示范工作，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并通过科学评

价机制的建立促进相关政策完善。

1.做好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架构和机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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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在政策架构上，除了国家层面政策的顶层

设计之外， 县域层面的政策架构具有非常重

要的基层配套作用， 直接决定了规划落地的

程度、质量和效率。 县域政策的架构不仅包括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方案的

制定，更重要的是对于制度机制的创新，对于

数字技术融合应用试点示范， 以及对于发展

环境的营造。 此外，县域政策在结合实际、因

地制宜的同时， 还需同国家数据平台进行有

效衔接，避免重复规划和建设，形成“上下互

动”的发展机制。

此外， 在数字技术应用推广方面可以探

索“推拉互动”发展机制。 在数字技术应用上

构建业务应用、应用支撑、数据资源和基础设

施四大体系，进而形成基础实施、数据资源和

应用支撑的推动作用， 和业务应用的拉动作

用之间的“推拉互动”发展机制，加速数字技

术在乡村生产、经营和治理环节的应用推广。

2.分地区分类做好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示

范。 分地区分类做好数字乡村的试点示范，共

享数字乡村发展经验。 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

平不平衡，总体呈现东强中西弱。 东部地区在

人均年财政投入、农产品网络零售、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应用等方面大幅领先。 从省域发

展情况来看， 浙江的年人均信息化财政投入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集聚提升类、城

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这些不

同类型的村庄在数字乡村建设基础条件上也

有很大差异。 因此，亟须分地区与分类相结合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试点示范。

为了提升试点示范的效率和效果， 为下

一步有效推广做好准备，可以在产业发展、体

系平台、技术应用、政策保障、组织制度设计、

公共管理水平、 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不断总结经验和交流，寻找适合当地实际

的数字乡村发展模式。

3.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

积极性。 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需要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形成高效、有生命

力的数字乡村发展生态系统。 在这一生态系

统中， 不可或缺的是与数字乡村发展有关的

各类技术、商品交易、物流、法律、金融、培训

服务市场主体和中间组织的积极参与。

建立市场化机制是激活各类市场主体参

与积极性的关键。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可以进

一步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PPP 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等多种市

场化的运营机制，创造公开、透明、公平的发

展环境，降低参与成本，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

极性，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更多

农工商企业、 金融资本和更多专业人才投入

数字乡村建设中。

4.做好相关政策效果的科学评价。科学评

价机制是相关数字乡村发展政策可持续性的

保障， 也是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的依据。 “十四

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评价可以从三

个维度展开：一是建立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

完整的政策评价制度体系， 逐步完善评价方

法、过程和标准。 二是评价主体不仅包括数字

乡村发展相关主管部门的内部评价，也包括第

三方主导的外部评价。 三是建立分层评价机

制，对国家、各省（区）和各市县出台的相关政

策明确评价重点，进行分层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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