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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兴旺来驱动。改革开

放以来，中央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距实现产

业兴旺的目标要求仍有明显差距，农业竞争力总体偏弱，产业链延伸拓展有限，利益链不完

善，农业农村服务业发展广度和深度不足。为实现产业兴旺，需要解决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

题，比如激发要素流动活力，提升资源要素协同利用效率; 优化产业组织体系，提升产业规模

化专业化程度; 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持续发展力; 发展县域经济，优化乡村产业布

局，增强产业聚合力。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历史发展经验，在探索促进产业兴旺推助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应坚持市场导向，打破“人、地、钱”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营造市场赋能环境，

激发产业组织互动和协同发展; 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体系，优化乡村产业生态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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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兴旺驱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自 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出台

以来，产业兴旺就一直被置于乡村振兴的重点地位。乡村振兴总要求的落脚点是农民生

活富裕，而生活富裕意味着农民需要依靠农村产业兴旺来实现增收。2019 年《国务院关

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

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

径，目的在于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
自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以来，国内生产总值( 以下简称 GDP ) 就被

确认为统计国家经济总量的工具和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GDP 是以最终

产品和服务在该时期的最终出售价值来计量的。常见的以支出法核算 GDP 就是核算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四方面支出的总

和。在大部分工业国家，消费占 GDP 的三分之二，因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鼓励消费是刺

激总需求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最好方法［1］。而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在所有重要的工

业国家，商业投资总量要比消费支出大得多。为了更合理地测算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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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史库森建立了一个经济四阶段模型，四个阶段分别为资源、生产、分配以及消费和

投资( 见图 1 ) 。其中，GDP 相当于第四阶段，表示最终消费、投资品和服务的价值，而所

有四个生产阶段的总产出价值定义为国内支出总值(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s，以下简

称 GDE) 。因此:

GDE= IP+GDP
其中，GDE 为国内支出总值，IP 为中间生产产值，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

图 1 总生产结构的一般阶段

生产领域各环节的中间交易是推动生产流程从供应链走到最终可用产品的重要步

骤。史库森采用 GDE 衡量国民经济总产出考虑到了中间交易过程中的投资支出，经过计

算他发现，商业投资能占到 GDE 的 50%以上，而消费只占 GDE 的 30%—40%。［2］因而，

相比凯恩斯主义强调的在经济下行期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史库森认为，

从长期来看，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消费是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结果。消

费支出的减少会带来储蓄的增长，这会进一步带来资本供应增加和利率降低，从而刺激

产业投资 增 长，激 发 迂 回 生 产，促 进 产 业 升 级 和 技 术 研 发，最 终 带 来 技 术 进 步 与 经 济

繁荣。
国家经济繁荣的核心驱动力是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也同样需要产业兴旺来驱动。第

一，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是产业兴旺的基石。一方面，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农

业发展不仅是满足粮食需求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经济增长的生产力来源。在一个农业

和农业劳动力占主要地位的经济中，没有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实现非农产业迅速发

展是极其困难的。［3］柯林·克拉克等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农业保持连续增

长可以通过释放劳动力给非农部门、以不变或更低价格提供食物、创造外汇以及将农业

生产积累投资于非农活动来驱动经济增长。［4］另一方面，舒尔茨阐明了农业迅速稳定增

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传统农业可以转变为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5］第二，产业兴旺意味着多业态共存互

动。随着经济增长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 1 且随收入上

升而下降，不同部门间的劳动报酬差异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3］农

业劳动力借此实现兼业化和非农化转型，以寻求收入增加。诱导革新理论认为，技术变

革是经济制度的内生变量，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映。如果由于农

业技术变革引起的部门间收入转移能够导致对经济增长积累的贡献，那么由此建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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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也一定能生产维持农业发展过程所需的工业物质，并增加非农部门 中 的 劳 动 力 需

求，将这种影响通过部门间的要素市场转移回农业部门，并维持教育和公共设施方面的

必要投资［6］，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与非农部门的良好

互动意味着乡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第三，产业兴旺离不开城乡互动。从国际经验来

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产业兴旺需要城市化的引领。空间经济学认为，在

交易成本、产品市场规模和商品间替代弹性的共同作用下，资本报酬差异会主导资本和

企业家行动，从而实现空间区位由非均衡达到均衡。［7］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乡村产业

的空间分布也从分散转向相对集聚，这为城乡产业融合、资源优化配置和功能优势互补

提供了创新空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8］因此，产业兴旺并不局限于农业的发展，而是包含三产融合、功能多样、质量

取胜的现代农业产业兴旺与发展。［9］“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国“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

攻坚全面转向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也将是通过乡村振兴补“三农”短板，特别是补

农业现代化短板的重要时期。此时从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实践的角度回顾和探讨中国

乡村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化和改进方向，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是非常必要的。

二、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基本状况

( 一) 从发展生产到产业兴旺的政策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产业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核心问题。针对

各个时期的核心问题，党的政策也进行了针对性的顶层设计。
1．1978—1990 年，实现家庭经营和“双轨制”流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生产力不足、农产品总量供不应求，党中央首先从改革生产

经营制度入手，从根本上化解农业生产缺乏动力机制、激励不足的问题; 随后改革农产品

流通体制，促进农产品从产到销全方位发展。由于家庭经营的快速发展，1984 年粮食实

现大丰收，农产品流通陷入“购不起、销不动、调不出”的困境，因此在 1985—1990 年，传

统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被市场调节机制取代，农产品流通领域开始实行合同定购

与市场收购的“双轨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
2．1991—2002 年，建立市场经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农业农村工作重点也转向进一步完善农

村经营体制、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三个方面。1991 年，家庭

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被

长期稳定下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大大增加，农产品生

产者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市场主体分散、流通秩序混乱导致农民进入农产品市

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随着农产品数量大幅增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囿于

流通体制不健全，农产品出售难、城乡分割的矛盾日益加剧，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成为当

务之急。为此，中央提出围绕农村专业性的商品生产，推行和完善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

一条龙的经营形式，顺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将生产、加工、流通有机地结合起来，化解分

散生产与统 一 市 场、小 规 模 经 营 与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矛 盾。1991—1993 年，农 产 品 购 销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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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逐步走向全面市场化。然而，在国家放开粮食购销体制的 1994—1997 年，市场

化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却并未顺利付诸实施，粮食供需缺口扩大，粮价大幅上涨。为

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再度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农产品流通回归“双轨制”。直到 1998 年以

后，除粮食之外的各类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才得到持续推进，较为稳定的市场

化流通秩序逐步形成，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产品

流通体制进入全面改革时期。
3． 2003—2016 年，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

2004 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彻底放开粮食购销。但是，在这一

过程中，农产品价格调整没有与工业品价格上涨相适应。长期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一

方面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日益加剧，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200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多

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深化农村改革，尽快扭转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明确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的方针，并陆续出台了取消农业税、主要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以“四大补贴”为核

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业保险政策等。［10］

4． 2017 年至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一

时期的核心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指出要“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8 年《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旺的五项基本要求为: “夯

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农业

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

央连续数年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达23 904
亿元，农林水支出平均增长率达到 12．46%，高于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 1 个百分

点，农林水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由 2019 年的 9． 5%提高到 9． 73%。① “十四

五”规划、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

务进行了部署，提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整体提升、农村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等具

体发展任务，为乡村产业发展提出了要求并指明了方向。
( 二) 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1． 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效显著，但农业竞争力仍然偏弱

近年来，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粮食连年丰产，2019 年粮食产量达到

13 277 亿斤，实现连续 5 年粮食产量在 1．3 万亿斤以上，肉蛋菜果鱼茶等产量稳居世界第

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有保障。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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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59．2%。① 而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竞争力总体偏弱的情况却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从国际市场来看，以大米、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为例，近年来中国大米和小麦的生产

者价格快速上升，不仅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还背离了国际市场价格走向; 玉米虽然因

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的调整而价格有所回落，但依然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见图 2 ) 。农产品

尤其是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弱，导致“洋粮入市、国粮入库”的尴尬局面。不仅如此，近年来

猪肉、牛肉等农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也反映出国内重要农产品竞争力不足。2020 年中国

肉类( 含杂碎) 累计进口 991 万吨，同比 2019 年增加 60． 4%。其中，猪肉进口量 439 万

吨，同比 2019 年增加 108． 3% ; 牛肉进口量 212 万吨，同比 2019 年增加 27． 7%。② 2020
年，进口猪肉量占国内猪肉供应量的比重已达 10．7%。③ 2018 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已

达 712．8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48．8 倍。④

图 2 三大粮食作物生产者价格的国际比较: 1991—2018 年

注: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价格数据库整理。由于各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同，故在进行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比较时，

除中国和美国外，分别选择了泰国、法国和阿根廷作为第三个比较国。

从国内农业生产成本收益情况来看，由于人工成本和地租成本的快速上升，近年农

业生产成本飞速上涨。自 2004 年以来，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生产成本持续快

速增加，每亩平均总成本在 2003 年仅为 377．03 元，至 2013 年已突破 1 000 元。此后一

直维持高位，至 2018 年，三种粮食每亩总平均成本已经达到 1 093． 77 元，是 2003 年的

2．9 倍( 见表 1 ) 。与此同时，三种粮食每亩平均净利润在 2011 年达到 250． 76 元的高点

后持续下滑，至 2016 年，每亩净利润已经为－80．28 元，是 21 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种地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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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现象，且负利润一直持续至 2018 年。除三大主粮外，在列入《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的 15 个主要农产品中，2016 年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

都是负利润，其中有的品种还是连续多年负利润。
表 1 2003—2018 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与净利润 /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每亩总成本 377．03 395．45 425．02 444．9 481．06 562．42 600．41 672．67
每亩净利润 34．21 196．5 122．58 154．96 185．18 186．39 192．35 227．17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每亩总成本 791．16 936．42 1 026．19 1 068．57 1 090．04 1 093．62 1 081．59 1 093．77
每亩净利润 250．76 168．4 72．94 124．78 19．55 －80．28 －12．53 －85．59

从农业科技进步速度来看，1978—2018 年的 40 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以下简称 TFPI) 年均增长 3．26%，其中，2005 年以前年均增长率为 3．77%，而 2005 年后

年均增长率仅为 2．20%。体现技术进步的技术变化指数( 以下简称 ETI) 40 年间年均增

长 2．81%，对 TFPI 增长的贡献约为 78% ; ETI 在 2005 年以前的年均增长率达 4．08%，而

2005 年之后 仅 为 0． 23%。体 现 效 率 提 升 的 技 术、规 模 和 混 合 效 率 指 数 ( 以 下 简 称 TS-
MEI) 40 年间年均增长仅 0．43%，但 2005 年以来 TSMEI 是 TFPI 的主要驱动力，年均增长

1．97%。① 农业科技进步速度放缓，农业科技驱动力不强导致农业竞争力总体下滑。
2．乡村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链延伸拓展不足、利益链不完善

产业兴旺必须依托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需要通过内涵丰富、类型

多样的乡村产业融合来实现。近年来，三产融合带来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使农民分享

从农产品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利润，越来越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2020 年中国

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 23．2 万亿元，较上年增加 1．2 万亿元，吸纳 3 000 余万人就

业，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7．5%。② 特色产业明显发展，出现了一批产值超 10 亿元的

特色产业镇( 乡) 和超 1 亿元的特色产业村，乡土特色品牌已达 10 万多个。各类涉农电

商超过 3 万家，农村网络销售额 1．7 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4 000 亿元。休闲农业接

待游客 32 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8 500 亿元。2019 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9 万家，

农民合作社 220 万家，家庭农场 87 万家，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 1．25 亿农户发展，

在乡创业人员超过 3 100 万。③

尽管如此，由于全球供应链的调整重构和国际产业分工深度演化，人、地、钱等要素

向乡村产业流动仍存在诸多障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较薄弱，中国乡村产

业链条延伸仍不充分，乡村产业发展仍然主要围绕农业农产品生产功能，而围绕农业的

生态功能、生活功能、文化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产业开发远远不足，特别是在产业研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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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价值、消费体验、综合服务等环节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形成“第一产业向后端延伸不够、
第二产业向两端拓展不足、第三产业向高端开发滞后”的局面，乡村产业体系仍不健全，

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较慢，产业增值空间有限。具体来说，在农产品

加工产业领域，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2．3 ∶ 1，远低于发达国家 3．5 ∶ 1 的水

平;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 67．5%，低于发达国家近 18 个百分点①。根据农民日报社《2020
中国农业企业 500 强排行榜》的 数 据，500 强 企 业 中 生 产 加 工 型 企 业 占 比 达 到 82． 4%，

50%的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行业。龙头企业市场规模“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仍未改变，

营业收入在 10—50 亿元 的 企 业 为 244 家，占 44． 8%，营 业 收 入 超 100 亿 元 的 企 业 仅 占

9．80%。② 在特色乡村产业领域，产值超百亿元、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数量极少，

产值超十亿元的农业产业镇( 乡) 数量有限。同时，乡村休闲旅游业产业形态单一，同质

性过强，服务水平普遍较低，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重价值缺乏深度发掘。返乡创业创

新不足，创业人员从事业态过于集中，乡村就业结构相对单一。2019 年各类返乡入乡创

新创业人员累计超过 850 万人，创办农村产业融合项目的占 80%，利用“互联网+”创新

创业的超过 50%。③ 此外，乡村产业利益链仍不完善。尽管各地通过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引导小农户横向联合，通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其与小农户纵向合作，推动各类

主体与小农户紧密协作，但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仍较低，小农户所拥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在市场中的可替代性较强，市场势力和谈判能力弱，难以分享到更高收益。
3．农业农村服务业空前发展，但发展广度和深度仍远远不足

随着市场化浪潮从工业渗透到农业、从城镇蔓延到乡村，专业分工理念被广泛接受;

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弱化，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和

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村新型服务业需求空前旺盛，

农业农村服务业也空前发展。一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农业生

产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2019 年，全国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

值 6 500 亿元。④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 90 万个，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面积超 16 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超 9 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 7 000 多

万户。⑤ 另一方面，农村生活服务业日益繁荣，餐饮住宿、商超零售、再生资源回收等乡村

生活服务业蓬勃发展，养老护幼、卫生保洁、文化演出、体育健身、信息中介、典礼司仪等

乡村服务业逐渐开始普及。金融机构和各大企业依托农家店、农村综合服务社、村邮站

等布局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服务网络，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正在

形成。特别是农村电商物流体系逐渐完善，2018 年，全国农村电商超过 980 万家，累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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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和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1 000 多个，乡村服务站 8 万多个，快递网

点已覆盖乡镇超过 3 万个，全国快递末端网点备案数量已突破 10 万个，全国 25．1%的村

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农村地区年收投快件量达到 120 亿件，电商带动农产品进城和

工业品下乡总销售额超过 7 000 亿元。①

虽然城镇化发展带动农业农村服务业空前发展，但发展广度和深度远远不足。一是

快速发展的业态形式相对单一，且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生产性服务业率先发展的业态

主要是面向大田作物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农技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烘干

收储等产业，而面向更广产业领域的信息咨询、农资供应、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机

作业及维修、农产品营销、信息网络、冷链物流等业态仍在起步阶段，从全国来看发展明

显不足。针对优势特色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仅在部分地区有一定发展，远不能满足各类

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电商物流业虽发展迅速，但在中国约 69
万个行政村、约 261 万个自然村中，仍有近四分之三的行政村电商物流不可达，而电商物

流不可达的自然村数量更大。二是农业农村服务业市场发育不足，总体服务水平较低，

服务方式缺乏创新。当前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主体的基层服务网点只到县或乡镇，未能延

伸到乡村，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化生产经营和对接市场所需的大量中介服务虽

然得到一定发展，但仅限于基础性服务且专业性较差、多元化不足，托管服务、专项服务、
连锁服务、个性化服务等综合配套服务业尚未得到有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主要集

中在衣食住行、养老、婚丧嫁娶等传统领域，虽然这些服务的可得性得到改善，但服务内

容和服务质量均未得到升级，康养、文化娱乐、教育、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仍在起步

阶段。农村生活性服务业在各地的发展水平与当地政府的干预力度直接相关，市场发育

严重不足，市场潜在需求有待激发。

三、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的重点难点

( 一) 激发要素流动活力，提升资源要素协同利用效率

产业兴旺的关键在于资源要素的协同利用。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村

要素长期单向流入城市，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如果不能激活要素市场化配置

流动，使人、地、钱流入乡村产业领域，产业兴旺就不可能实现。当前在乡村产业领域，提

升资源要素协同利用效率遭遇了一定的困难。
在人才方面，一方面，由于多年来农村最优秀的人才以升学、招工和外出务工经商等

形式流向城镇，乡村产业现有从业劳动力普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 另一方面，外

来人才回流乡村产业领域面临一系列障碍。当前各地对村集体成员身份权益的严格限

制导致外来人才到乡村发展产业面对制度壁垒，城乡人才评价体制机制存在巨大差距，

再加上部分 地 区 乡 村 产 业 吸 纳 非 农 就 业 的 能 力 不 足，城 乡 人 才 合 理 流 动 的 体 制 机 制

欠缺。
在土地方面，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具有兼顾土地生产要素功能、对农民的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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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功能和增加财产性收入功能的多目标性［11］，现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难以满足乡村产业

用地需求。［12］一方面，由于土地难以实现稳定规模化，产权权能不充分，这与现代农业发

展对土地规模经营、长期投资、可用于抵押等需求相悖; 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农旅结合

等三产融合项目难以合法获得建设用地，产业发展受限严重。中央虽有政策出台支持相

关产业发展，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政策难以落地。此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入市

流通，无法作为资本品进入产业领域。乡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普遍缺乏规划，滞后

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13］

在资金方面，乡村产业领域资金紧缺的情况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财政收

入中低速增长越来越难以维系支农支出增速，财政支农资金碎片化也难 以 形 成 规 模 效

应，无法有效支撑产业发展。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发展不

协调，合作金融缺位，农村和县域缺少立足社区、特色鲜明的中小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投

入的多样性不足，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不能有效匹配日益多样的农村

金融需求。［14］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供应链将现代工业标准理念和服务业人本理念引入农

业农村，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企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提供仓储物流

运输等服务的所有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被联结起来，农业供、产、运、加、销有效衔

接，产业链条纵向延长、产业形态横向拓展，从而形成一套复杂的供应链生态系统。金融

作为一种融合于该系统的不可分因素，也融合了农业供应链系统中的各类主体及其交易

过程，包括支付、结算、信贷、保险、担保、基金、权益融资、期货期权等多种服务类型。金

融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生产性系统，应该能够为金融服务需求者高效地“生产”和提供各种

金融服务。［15］然而，当前的金融服务水平远远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此外，社会资本参与

乡村产业投资的效率也较低。近年来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产业领域，但由于缺少合理

规划引导，常常出现投资领域集中度过高和恶性竞争，加之农村产业风险分散机制尚不

健全，一些社会资本缺乏应对风险能力，导致项目烂尾资本跑路时有发生，不仅未能有效

拉动乡村产业发展，反而造成了土地、资金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 二) 优化产业组织体系，提升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程度

组织本身就 是 经 营 主 体，同 时 又 代 表 一 种 制 度 安 排。在 市 场 机 制 下，农 户、家 庭 农

场、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产业化联合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种组织形式的存在都意

味着特定资源要素约束下不同经营主体的禀赋和与之匹配的制度安排的契合。良好的

产业组织体系是要素高效协同利用的重要保障。理想的产业组织体系包括农户、家庭农

场、合作社、企业等多种类型和规模的经营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交易往来、要素组织利

用和利益联结机制都应非常协调并且灵活，能对复杂多样的要素市场变化和产品市场需

求迅速做出反应，并实现纵向专业化协作和横向联合化生产，这对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产

业竞争力、增强产业带动能力、促进产业升级都至关重要。［16］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以产业兴旺促乡村振

兴要求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创新多元主体联合机制，促进小农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作用，同时促进各主

体利益紧密联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这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

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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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产业化联合

体等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发展得到政策大力支持。截至 2019 年，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达 9 万家，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 220 万家，联合社超过 1 万家，家庭农场达 87
万家。① 但是，这些经营主体促进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引领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多有

限。第一，家庭农场的脆弱性较强。2018 年底全国农业农村部门家庭农场名录记录在案

的有 60 万家，经营总面积为 1．6 亿亩，其中 71．7%的耕地是通过土地流转而来; 平均每个

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是 6．6 人，其中雇工 1．9 人，平均经营规模约为 260 亩。大多数家庭农

场实际上是小农户的扩大版，在经营理念、管理水平、营销方式、技术创新方面与小农户

都没有根本性差别，特别是由于经营土地的租赁面积占比较大，因而抗风险 能 力 更 差。
第二，合作社尚未形成企业化经营机制。合作社领办人大多是村组干部、专业大户、农机

手和村里能人，他们熟悉农业生产过程，但在加工、销售等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力较差，大

多只能发挥以略低价格批量购买农资产品和组织货源对接传统销售渠道的作用，组织和

带动农户的作用有限。第三，合作社联合社通过产业链协作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和盈利水

平，经营规模更大，覆盖区域范围更广，理论上更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是联合社大多刚

刚起步，联合不稳定性较强，大多数运行机制不健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龙头企业为

经营引擎，以农户为生产基础，以专业合作社为服务纽带，基于产业链的专业分工、生产

要素的范围共享与紧密契约下的交易稳定，在内部形成多条产业链与供应链交叉融合的

农业规模经营组织联盟，加深了联合的深度［17］。但是，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往往过度依赖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系统性风险较高。这两种组织创新形式发展时间尚短，普及程度

有限，其带动产业发展的效果如何，会出现哪些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 三) 推动乡村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持续发展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产业快速发展，但是总体上仍停留在低水平均衡状态，农产

品生产标准化程度普遍较低，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工艺落后且缺乏创新，农业供应链要素

聚集能力弱，且乡村产业发展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普及，市场需求偏好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的改变使得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和品牌强农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升级，

增强产业持续发展力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向。
推动乡村产业 升 级、提 升 产 业 持 续 发 展 力 是 产 业 兴 旺 的 重 点，但 也 面 临 许 多 困 难。

一是，当前中国仍未建成具有权威性且广受认可的绿色质量标准体系和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体系，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分级和市场准入、农产品加工、农村新业

态等方面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尚不健全，农业产业链监管体系不完善，导致农产品难以实

现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产业绿色化、品牌化升级投资的激励不足。
二是，乡村产业创新联动性较差，从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扩散推广的传导速度较慢，

再加上乡村产业升级的建设、研发都需要大量投资，且回报周期长，生产经营风险较大，

而当前风险管理体系仍不完善，导致创新激励不足。虽然近年来中央加大了财金协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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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乡村产业的力度，但是，一些财政支持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较差，对金融和民间资

本利益考虑不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三农”的融资担保

机制不完善，农村金融产品服务高度同质、结构单一，农业保险难以充分发挥护航作用，

从而导致乡村产业的创新投入不足，特别是绿色、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等新兴产业领域的

技术创新仍不成熟，市场发育仍不充分，总体上乡村产业持续增长力有待增强。
( 四) 发展县域经济，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增强产业聚合力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通过人口和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实现城镇化才能

走向现代化，乡村的现代化和振兴也需要以城镇化的发展为前提。县域经济在中国城镇

化发展 和 国 民 经 济 生 活 中 一 直 发 挥 重 要 作 用。2019 年 全 国 百 强 县 ( 市) GDP 总 和 为

955 645亿元，占全国的 9．6%。① 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城镇化率，建立县镇村联动的乡村产

业体系，一方面，将区位优势、要素优化配置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充分有效结合起来发展

全产业链和建立产业集群，从而促进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激发涉农经营主体和小微企

业的发展活力，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能解决大城市的资

源虹吸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动不顺畅等问题，有助于破除城乡分割，打通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优化县域产业布局，提高县镇村产业关联

度，可以利用产业波及效应促进三产融合，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吸纳劳动力，从而提高县

域城乡居民的收入。此外，以县域为中心布局乡村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也有利于产生

集群效应，通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提高县

镇村的综合服务能力，从而实现城乡功能的衔接互补，提高城乡居民的福祉 和 幸 福 感。
因此，发展高质量的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畅通、提高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水平的关键。2019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

通过强化县域统筹、推进镇域产业聚集、促进镇村联动发展、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来优

化乡村产业空间结构; 通过培育多元主体、发展多元业态、打造融合载体、构建利益联结

机制来增强乡村产业聚合力。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县域经济主要是城市经济带的参与者和跟随者，县域产

业布局服从或服务于城市发展布局，发展主动性不强。一些百强县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深

度参与了全国甚至全球供应链，因而是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一部分。［18］大多数县未能得

到这种发展机会，县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缺少产业领跑者，县镇村之间缺乏产业联动性

和波及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无法形成有效的分工和功能衔接，因而难

以形成产业聚合力，吸纳非农就业、保障要素供给、提供生产生活性服务的能力有限。此

外，很多地方产业布局政策是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对市场供需

状况的判断以及控制供给来代替市场的协调机制，并辅以较强的市场干预，优先保护和

扶持在位的大中型企业。而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在产业选择上比市场更有效率，政府代替

市场机制来进行选择反而可能会阻碍市场自发调整过程，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下，［19］从

而产生产业布局不当和资源错配，出现产业园区空心化，政府斥巨资扶持的产业沦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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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工程或烂尾工程。

四、思考与启示

( 一) 坚持市场导向，打破“人、地、钱”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在激活人才要素流动方面，一是依托现有产业激发乡村人才潜力，改革城乡二元人

才评价体制。制定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城乡统一的职业评价 标 准，打 破 户 籍、地 域、身

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畅通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者等执业者的职称技术水

平评定渠道。完善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融合发展机

制，允许乡村人才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并通过股份股权、荣誉评定等激发乡村人

才活力。二是针对产业需求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针对乡村产业发展

对知识更新、技能升级、素质拓展的需求，重点提高新知识、新技能、新业务的应用能力，

以拓展人才在乡村各产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对乡村产业发 展 急 需 的 人 才，如 高 素 质 农

民、农村致富带头人、技术人员、服务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等，加大培训的力度和普及度，

着重提素质、优结构，重点弥补新产业、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的人才缺口和能力缺口，

围绕农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需求打造人才链。三是探索人才引进机制。借鉴城市

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经验和模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人力资本下

沉乡村，布局发展乡村人才振兴服务业，以市场机制引导社会主体从事乡村人才供给、中

介、信息服务。
在激活土地要素方面，针对乡村产业类型、产业融合程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围

绕农业多功能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土地整治为核心，拓展产业用地供

给渠道，提升产业用地保障。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继续鼓励以农业产业

发展为导向的土地集约经营。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引领农业多功能发展和三产融

合的企业和工商资本给予有一定弹性的用地政策支持，结合产业发展规划需求统筹协调

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置换，实现产业用地复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针对

不同产业需求，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加快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针对农业农

村服务业的用地需求，继续鼓励返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支持返乡人

员依托自有和闲置住宅发展适合的乡村产业，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赋予

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
在激活金融要素方面，一是统筹协调政策资金投入，促进产业衔接。多维度统筹布

局产业资金配置，实现长效主导产业和短效特色产业的有序衔接，统筹协调原有项目和

新产业项目资金投入。二是鼓励供应链金融发展。激励金融机构依托产业链为供应链

上下游经营主体提供结构化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与产业龙头企业共同支持和培育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小微企业和其他经营主体的发展，带动低收入群体的参与。三是促

进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与合作金融机构建立分工协作的乡村产业金融支持

体系。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为乡村产业提供相对大额的中长期信贷支持，

增强中长期信贷投放能力和差别化服务水平，有效对接产业中长期投资性资金需求; 充

分发挥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政策的激励作用，激发商业银行支持乡村产业

发展和涉农经营主体创业的力度和积极性，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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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坚持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加大对县域地区的信贷投放，有效对接产业短期

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 鼓励合作金融规范发展，对接乡村各类业态发展的周转性资金需

求; 积极实施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工程，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改善传统信贷服务“唯抵

押”“唯担保”的信贷风控模式，有效解决涉农经营主体因缺少抵押物和担保人而遭遇的

“贷款难”问题，着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和信贷渗透率。
( 二) 营造市场赋能环境，激发产业组织互动和协同发展

一是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竞争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组

织内生演变的动态效率。在产业布局形成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政府干预，避

免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打破行政性进入壁垒，打造经营主体自由进入

和退出的竞争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协调功能和优胜劣汰机制驱动经营主体创新的作

用，激活乡村产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自组织能力和自发演进机制，促进经营主体从小规

模分散经营自发转向规模化联合经营和专业化分工经营发展。
二是采取完善法制法规、资助具有外部性的应用性研究、加强组织制度规范建设、合

理监管等方式，取代原本的定向资金和物质补贴支持，引导和支持合作社、企业和社会化

服务组织等各类产业组织在市场机制下规范发展和探索创新。继续鼓励建立合作社联

合社、产业联合会、产业协会、产业联合体等不同形式的产业组织联合，强化各类产业组

织的合法地位，完善组织治理制度，加强不同产业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产业组织合

作与协同发展，从而激发组织活力，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和促进产业分工经济形

成，发挥产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
( 三) 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配套，优化乡村产业生态系统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积极推动各种农村产权的权证化。明确农业农村

产权相关法律解释，提高农业农村动产抵押权的法律稳定性。大力推行对各种农村产权

的权证化和资产化，增加实际可交易资产的种类和总量。加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

培育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改善农村产权交易制度环境，推 行 线 上 交 易 平 台 的 标 准

化，把交易资产从农村集体产权扩展到所有农村产权。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动产评估、
抵押登记和流转机制及相关线上线下配套服务体系。优化农村产权处置和再流转机制，

降低农村产权处置的交易成本。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通过共建共享方

式采集法院和工商、税务、公安、财政等部门的信用信息以及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多

渠道整合社会信用信息形成信用数据库; 推进农业农村各类经营主体的电子信用档案建

设，全面发挥信用信息服务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功能; 推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完善信用评价与共享机制，促进农村地区信息、信用、信贷联动，不断提高农村地区

各类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优化农村信用生态环境。
三是建立健 全 政 府 性 融 资 担 保 和 风 险 分 担 机 制。发 挥 农 业 信 贷 担 保 体 系、农 业 保

险、农业保险保单质押、保证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多元金融工具

的作用，弥补农业产业收益低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促进金融资源回流农村。继续

构建和优化包容性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建立高效率的农

村金融市场竞争秩序，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培育中介组织等方式，鼓励信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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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发展基金等多元金融工具借力金融科技进入农业农村领域，提高乡村产业金融风

险管理水平。
四是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领域的应用推广。鼓励和支持各类数字信息服务主体

到农村地区开展业务，通过搭建产业信息服务平台，收集发布地域、气象、灾害、农产品栽

培品种、农产品产出、农产品价格、行业信息、技术发展及趋势、经济运行信息以及其他相

关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形成乡村产业数据库，用于灾害防范、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产业发

展咨询、行业交流等服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提高乡村产业信息化 服 务 水 平。
推广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数字信贷、数字保险等金融服务在农业产业链和三产融合发展

中的应用，提高乡村产业对多样化数字化服务的可得性，改善乡村产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积极推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在生产经营规划、财务管理、信息咨询、金融服务

等生产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运用，促进数字技术从服务农民生活向服务农业生产、农村

社会发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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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ZHUO Zelin)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is an indispensa-
ble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nd of the education and talent highla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s of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plans aiming at
promoting mutual enrollments，joint trainings，teacher－student exchanges，cultural exchanges，internship exchanges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chang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so as to enhance mutual under-
standing，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three are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i-
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is analyzed，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are clarified，and the countermeasures，such as improvi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promoting the“two －way exchange”of students，enriching the student exchang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are proposed．

Key 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iversity; student exchang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rganization Ｒeconstruction: The Action Guarantee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 KONG Xiangzhi，WEI Guangcheng)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push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via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 EO) and cooperative
EOs and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nd cooperative EOs．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expounding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cy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and coop-
erative EOs，some typical cases of collective and cooperative EOs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a
new form of collective EOs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is highlighted，i．e．，the Party branch leading the management of coop-
eratives．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via collective cooperative EOs，efforts need to be made in five aspects: improving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form，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deepening the action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ves，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Os and cooperativ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
tion

Vitalizing the Key Elements: The Internal Ｒequirement of China＇s Ｒural Vitalization
( LIU Tongshan，HAN Guoying)

Abstract: The quantity of input elemen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utilization determine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at present in China，the aging and poor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rural labor force are obvious，the inefficient
use of arable land and homestead is prominent，the lack of funds for rural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versed，an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growth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Moreover，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to the optimal use of rural el-
ements: the strategies of long－term industrial and urban priority and the land system arrangements have hindered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he“completely divided but insufficiently unified”agricultural management，coupled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arable land and the part－time operation of farmers，hamper the vita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notonous rural
industry，the lack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lack of needed system and mechanism affect the capacity of ab-
sorbing rur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alize rural vitalizati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taken as the core goal of rural land allo-
ca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follow the route of“first expanding scale，then organizing operations and finally industrializing agriculture”，

and talents，capital，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should be drawn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rural industrial parks and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ctor utiliz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obstacles; reform measures

Prosperity of Ｒural Industry: The Core Power of China＇s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 DONG Chong)

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pow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be
driven by industrial prosper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top－level desig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has also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owever，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real-
ity and the goal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is weak，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 is limited，the interest chain is imperfect，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re
insufficient． In order to achieve industrial prosperity，a series of key problems，such as activating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impro-
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llaborat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factors，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ystem，improving the degre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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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ation，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y，impro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developing county econo-
my，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rural industry，and enhancing the industrial cohesion，need to be solved． These problem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call for adhering to the market orientation and breaking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on the road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creating a favorable market environment to stimulate the interac-
tion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nd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supporting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s．

Key words: industrial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rural industr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Ｒ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ng Probative Force of Evidence: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Justice ( TAN Shigui，LU Yikun)

Abstract: Ｒule of thumb plays a significant basic role in evaluating the probative force of evidence． Currently，the mode of u-
sing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ng the probative force of evid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confirmation evaluation mode，probability evalu-
ation mode and mixed evaluation mode． However，it is difficult to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thumb with law． In each mode，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thumb is faced with four dilemmas． The subject of rule of thumb is not clear，the range and the reasoning method
are not clear，the role of external regulation is limited，and the defendant lacks relief means in using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on of
probative force．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on of probative force，efforts need to be made in four aspects:
accepting the rule of thumb put forward by different subjects，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for judges to use the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
uation of probative force，implementing the judgment theor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on of probative force，and
clarifying the remedies for misuse and abuse of rule of thumb in the evaluation of probative force．

Key words: rule of thumb; probative force; application mode; judgment theory; remedies

Internet: The Technical Empowerment and the Control of Spectacle ( XU Hongyan，JIN Yi)
Abstract: Interne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edom，openness，equality and sharing and hence a certain empowering func-

tion． As a medium that can be controlled and utilized，the internet also has a strong social control functio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igid and explicit control，the control of internet is more flexible and implicit．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spectacle society”，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ernet has obviously promoted the spectacle control，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eepening of alienation，the acceler-
ation of expansion and the deeper concealment of control． The pursuit of public value and public interest is the key to removing the
“spectacle control”． The specific path includes limiting the negative role of capital power to expand the publ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y-
berspace，promoting the citizenship of internet users and highlighting the awareness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spirit in the
media system．

Key words: internet; technical empowerment; control of spectacle; public value orientation

Topics on 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 MA Maojun)

Abstract: The poet Du Fu initiated the transition of 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Due to the
central status of Du Fu's poems，topics concerning 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ese poetics． On the sur-
face，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advocated blending poetry and prose skills． In fact，it was a crucial debate on the literary styles of
poems． Many renowned writers，such as Ouyang Xiu，Su Shi，Huang Tingjian，Chen Shidao，and important theorists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uld not avoid this topic and thus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Then these topics were interwoven with Du Fu
poetics，debat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ms，and the theory that Tang poems are paradigms． The heated discussions of these debates
have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poems and proses，two core literary styles，and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literature，facilitating the
unfolding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Hence the topics concerning 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have revealed the transi-
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classical lyrical traditions into mod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Key words: writing poems in prose styles; debates between proses and poems; lyrical literary traditions; narrative literary tra-
ditions

On Collection of Opera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 XU Zifang)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prosperous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opera collection，which showed the
trend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urt and individuals，including the palace collection，opera collector collection，book collector
collection and calligrapher collection． From the noble vassals and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court down to the literati and the owners
of the bookshops，all of them participated in the collection，showing a tendency of flowing from the palace to the common people． Geo-
graphically，the north and the south divide and merge，basically in line with the shif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enter． It not only shows the
state of the collection of opera books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book collection in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opera literature; collection history; engraving;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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