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农业作为基础。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农业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实现了农产品的总量平衡和农业发展方

式的不断进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农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农业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链

不发达、专业人才匮乏、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已经

成为限制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阻碍。〔1〕我

国的农产品价格与质量在国内国际市场都缺乏竞

争力，农业市场缺乏活力，农业产业结构与城乡

消费结构不匹配。总体来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

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总量不足的问题，而是结

构供给性矛盾。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要着力加

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形成结构合理、

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2〕。农业供给侧改革

的重点是结构性供给，逐步让农业领域生产的产

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消费水平的需求，使农业生

产供给平衡、产需平衡，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3〕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后文简称农业供给侧改

革） 的顶层设计方案。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近年来，我国农业生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优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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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新变化，产

生了新矛盾。因此，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生活的追求，必然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使不同消费需求的大众可以依据自身的喜好选择

多样化、多品质的农产品和服务，逐步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共十八大以来，科研院所、高校的学者们

开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农

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路径策略三

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层级从满足温饱提升到对质量

和种类的需求。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加

快，农民进城务工人数增多，务农的年轻人减少，

再加上现有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较低，导致

农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造成了供需

结构的不平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粮食产

量、库存量和进口量都在增加，直接导致农业国

际竞争能力下降。〔5〕二是农产品供给大多处在中

低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施用农药、化肥，

直接降低了农业产品的品质。〔6〕而在需求方面，

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国民追求绿色和健康的农产

品。我国传统农业产品和服务无法适应多层次需

求，市场需要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7〕有学者

提出我国农产品市场缺乏竞争力，缺乏专业化经

营组织，深入推进该领域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8〕我国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经营

主体改变。将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逐步构建经营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提

升土地使用效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实现高效

管理农业，需要政府在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以及

土地制度方面给予政策支持。〔9〕二是农业生产领

域实现去除库存、降低成本、补齐“短板”。〔10〕调

整结构不仅仅指调整种植结构，也包括经营结构

的调整，即通过改革形成高效的新型农业主体和

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体系，粮食生产以及种植

结构朝着符合时代进程的方向发展。三是要完善我

国粮食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价格改革、政策调控来

实现。〔11〕农业供给侧改革大致有以下几个路径：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变传统方式，降低农

业成本；发展生态农业，补齐农业供给侧质量

“短板”；加强科技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能力；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2〕

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十四五”时期农业

基础更加稳固，同时明确要求“继续推进京津冀

协调发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13〕。京津冀地区紧跟国家政策，三地“十四

五”规划意见稿提出重点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北

京市“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提升都市型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抓好‘米袋子’‘菜篮子’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种业、观光农业、特色

农业、智慧农业、精品民宿，建设一批现代化设

施农业基地，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

牌。”〔14〕 天津市“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打

造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版。坚持走质量兴农、科

技兴农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

现代都市型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15〕河北省“十

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壮大都市农业等12大

主导产业。深化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培育主

导产业、骨干企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拓展农民增

收空间。”〔16〕

农业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但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和工业化水

平、人口、土地资源拥有量等因素的影响，京津

冀地区对农业发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由于耕地

和劳动力资源较为不足，北京市和天津市侧重于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河北省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丰富，是我国北方主要的农业大省，但也存在农

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三地各自的优势没能

形成有效互补，农业发展没有形成区域性优势。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特别是在乡村

振兴的背景下，深化推进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

改革是缓解京津地区农地资源压力、提升河北省

农业竞争力的重点发展方向，对实现京津冀地区

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确保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已经成为稳

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稳定高效的物

流配送体系，京津冀地区本土农产品保障了京津

冀地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充分展示了京津冀地

区协同发展的初步成效。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的

在于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京津冀地区已经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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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改革，致力于高质量农业发展，具有

引领性的现实意义。目前，多数文献是针对单个

省份的研究，因此，需要从区域整体视角研究京

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改革的路径，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一、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现状

当前阶段，京津冀地区的农业已经具备相当

的规模，拥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京津冀一体化

概念提出后，京津冀三地在农业领域协同合作，

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指导性文件，引领京津冀地区农业协同发

展。“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改革

已经初步显现成效，为“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深

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区域农业发展顶层设计良好

三地一体化协同的顶层设计，京津地区现代

农业发展，有助于河北省快速实现农业产业效益

增加。各级政府与部门对农业生产领域的发展做

了详细的规划，对京津冀地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进行了完整的顶层设计。2016年，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出台了《京津

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规划》〔17〕，从“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为京津

冀地区整体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京津冀地区

正在逐步破除以往体制机制障碍和区域性隔阂，

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为

目标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径。河北省重点以京津

地区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京津地区在资金、

科技、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已经初步形成

服务京津、科技支撑、资本带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模式。京津地区则依托河北省广大的农业生产市

场，通过自身的都市农业与河北省基础农业的有

效互补，消费了河北省的大量农产品，为河北省

的农业市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京津冀地区初步

实现了农业产业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格局，这

为京津冀地区未来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二）农业基础较好，已经构建起比较完善的

“三产”融合体系

京津冀地区地处华北平原，人口与土地资源

丰富，经过长期的发展，京津冀地区已经是我国

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农业基地（见图1）。在“十三

五”期间，4000万亩粮食核心区建设、“百龙腾飞

工程”、蔬菜产业示范地区建设等大量农业现代化

项目的落地更是极大地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农业

生产条件和现代化水平。从资源禀赋、农业生产

结构、经营效率、农业可持续发展条件等角度来

看，京津冀地区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具备深入

开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条件。农业的发展趋

势是“三产”①融合，通过农业产业间的优势互补

和产业链的延伸使农业生产领域的效益最大化。

三地一体化协同的顶层设计使京津冀地区的农业

图1 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粮食产量及占全国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①农业生产领域的“三产”是指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市场消费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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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在农业初级生产的基础上，

京津冀地区已经在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结合自

身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改

革。有的地区依托当地的自然环境、乡土风俗等

资源，发展集旅游观光、康养休闲、餐饮住宿于

一体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并试点采用产品直销、

冷链物流等模式，促进了“三产”深度融合。现

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河北省为主要基地的农

产品生产加工产业和服务京津地区周边的农村旅

游服务业。“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

格局已经初具规模。

（三）农业市场潜力巨大，农业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

随着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产

品消费呈现出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的趋

势。这种趋势在京津地区更为明显（见图2）。京

津地区城市化程度较深，人口众多，目前北京市

粮食自给率只有 8%〔18〕，天津市粮食自给率为

32%〔19〕，因而京津地区需要河北省的供给，庞大

的人口优势使京津冀地区农产品产销形成了良性

循环。此外，京津冀地区高端农产品的消费潜力

巨大，这也促使农产品消费市场和消费结构不断

升级，进而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农业生产

驱动力，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京

津冀地区拥有便捷的海陆运输网络体系，农产品

的转运交易都很方便，自身不能完全消化的农产

品也可以顺畅地进入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市场

进行交易。在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刺激下，京津冀

地区农业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正在逐步被现代化农业所取代。在农业科

研人员储备及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京津冀地

区在全国属于第一梯队。三地一体化协同的顶层

设计促使区域各级政府在农业资金和政策方面逐

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

图2 2010—2020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1—2021年《天津市统计年鉴》和《北京市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二、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面临的挑战

深入开展京津冀地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面临

着一些挑战，具体表现在农地资源严重不足、农

业种植结构单调、经营模式粗放、农业人口减少、

新型农业主体发展不足、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

等方面。

（一）维持基本农地面积红线压力剧增

京津冀地区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较少，农村

很多农业用地因为被划归宅基地等原因而变更了

用途，农地面积逐年减少的趋势日益显现。同时

由于多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土地的

利用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在京津地区周边城市化

进程较快、受城市发展辐射影响较大的过渡地带

的农村，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农地变

更为建设用地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在空间形态上

变得破碎，进而导致农田资源质量严重下降，很

难进行规模化开发。京津冀地区后备农地资源也

严重不足。据研究文献显示，如果仅考虑自然与

生态安全因素，北京市的耕地后备资源为1.1万公

顷左右，如果再考虑经济可行性的因素，北京市

的耕地后备资源为零。〔20〕截至2013年底，天津市

宜耕后备资源约有3万亩，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非

常大，部分地区补充耕地已经由丘陵区、浅山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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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深山区，对生态保护造成了潜在威胁。〔21〕随

着京津冀地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又缺乏

必要的后备农地资源补充，在未来，农地面积的

减少将出现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因此，京津冀地

区维持基本农田红线的压力非常大，这将为京津

冀地区农业供给侧改革带来很大挑战。

（二）农业种植结构单调，经营模式粗放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要结合地区的

资源条件，在对生态环境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

下，通过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利益的

最大化。京津冀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存在较大问

题，经营模式也比较粗放。京津冀地区属于水资

源和土地资源都缺乏的地区，在这种资源条件下，

京津冀地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仍然和其他地区无

太大差别，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在种植结构中占主

导地位（见图3）。小麦和玉米都属于高耗水的大

田农业作物，其种植面积一直占地区耕地面积的

三成以上，从长远看，此类作物的种植在农业生

产中的比例高不利于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与土地资

源的合理分配。同时这种单调的种植结构带来的

经济效益也很低。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劳动力

价格不断攀升，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材料费用、

机械作业费用等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高。结合京

津冀地区农业粗放的经营模式，京津冀地区产出

的农作物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缺乏竞争力。以

玉米产业为例，从全国范围来看，京津冀地区的

玉米收购价格属于较低的水平，质量通常也较差，

多数只能被用来作为粮食储备或制造饲料。在这

种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下，农民尽管投入了巨大

的人力和物力成本，获得的经济效益却很低。单

纯依靠种植玉米的农民常常入不敷出，高产并没

有带来高收入。同时，化肥和农药的过多施用会

对土壤质量造成负面影响，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

也会加大。因此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看，

京津冀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和发展模式是需要调

整的，特别是河北省和天津市两地区。

图3 2013—2019年京津冀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4—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中国统计年鉴》

缺少2018年的相关数据。

（三）农村年轻人不再种地，农业人口逐年减

少

农业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年轻劳动

力严重不足。京津冀地区农村劳动力总量不少，

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却在逐年减少。在我国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镇地区经过多年的城市

化和工业化发展，其现代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都

较高，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较为齐全，

生产生活便利性也很强。而在发展程度、经济来

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农村区域与城镇区域存在

较大的差距。在城乡差距的影响下，有知识、有

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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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层次相对较低但有体力的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往往也选择离开土地，通过打工获得收入。同

时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收益率低，已经使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年轻人特别

是在“90后”的年轻人，从思想观念上已经开始

抵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村劳动力减少

的同时，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年龄偏大的留守人员，很多

人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此外，年纪较大的农民往往不具备接受

新鲜事物的能力，思想较为保守，对政策也缺乏

敏感性，很难依靠他们开展有效的改革。长此下

去，农业生产经营将严重缺乏实施的主体。

（四）农地流转依然缓慢，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不足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是通过对农

村细碎的土地进行集中整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引进社会资本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通过

技术的改进降低农业领域的生产成本，从而提升

农业生产领域的效益和效率。随着京津冀地区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变化，在农

村土地承包制度下，土地的经营权被不断重置，

土地破碎化问题比较严重。土地流转对解决京津

冀地区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增加土地产出、保

障粮食安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一方面因

为非农产业收入不稳定、风险大，而土地生产可

以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后一道“护身符”，为农

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加之京津地区土地资

源稀缺，农民往往不愿意放弃土地，宁愿对土地

进行粗放经营甚至撂荒，也不愿进行流转。另一

方面由于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法规不健全，大部

分土地流转都是农民自发的无序流转，大规模的

土地流转几乎不存在。因此京津冀地区的土地流

转市场很不活跃，会影响新型农业主体从事规模

化经营的积极性。从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新型

农业主体经营效果不是很理想，无论是在土地流

转数量和面积，还是在深度经营影响力方面，目

前还需要继续解决存在的很多问题。

（五）农业生产领域科技水平有待提高

结合京津冀地区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方向来看，

以往单纯依靠加大生产资料投入的粗放型农业生

产方式已难以持续。引导农业向科技型、智慧型

农业转型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大任务。智慧农

业发展需要科技进步做支撑，只有不断提升科技

在农业中的贡献率，才能有效地推进新型农业的

发展。据有关数据显示，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58.5%〔22〕和 60%〔23〕，而

农业发达国家的该项比例是70%—80%〔24〕，可见

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领域的整体科技水平与国际

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科

技创新水平。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京津冀地区拥

有实力雄厚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校等科教机

构，但农业科研常与实际生产和市场的需求脱节，

导致农业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此外，过

去政府主导型的农技推广体系在当前的社会发展

条件下被严重弱化，诸如农技推广中心之类的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正在逐渐消亡，农村严重缺

乏真正了解先进农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从长远来

看，农业专业人才匮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业发

展水平不能直接与农业科技进步相适应。

三、优化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路径

从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京津冀地区要从强

化农业增活力、降成本、补“短板”、创高地、优

链条等方面继续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一）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增活力”

京津冀地区要高度重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性。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

科研创新要围绕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减轻农民劳

作负担、开创农民持续增收路径等技术领域开展

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要 “接地气”，各科研部门要

及时建立联合攻关机制和转化机制，及时将科技

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和经营领域，提升现代农业

发展的后劲和内在潜力，建立新型农业技术体系。

京津冀地区要协同发展智慧农业。积极利用北京

市优质资源开展农业物联网技术研发，重点研发

农业大数据服务技术体系，能够整合京津冀地区

资源优势，打造互联、互享的物联网平台。此外，

京津冀地区还要加强农业种业育种技术研发，使

其能够引领现代农业走在全国前列。

从宏观上破除行政区域界限的限制，把京津

冀地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土地、人口等资源

进行合理整合。从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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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方面入手进行总体把握，对土地的功能、用

途进行合理论证，减少建设用地对农业用地的大

量侵占。在保持基本农地资源的基础上，利用农

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京津冀地区要

因地制宜，由于水资源严重缺乏，要合理开展农

业种植业生产，有条件的地方要开展新型灌溉技

术的应用和推广，以便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研

发该地区牲畜养殖业—农业种植业一体化的有机

肥料技术，逐步增加土壤有机肥施用量，减少化

学肥料对土壤的侵蚀，最终形成高标准、精细化

的农业种植业。科技创新引领农业绿色发展，为

农业“增活力”。

（二）多措并举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降低农业成本的首

要举措。在传统小农户生产模式下，农民对新品

种、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差，对市场不够敏感，

不能形成规模化经营。因此，需要增加技术、资

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逐步提升耕地产出效率和

农民劳作转化效益。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加快改变农业生产现状，逐步向现代农业发

展，特别是在土地精细化生产方面下功夫。适度

规模化土地经营是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关

键在于转变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地方政府要出

台相应的制度、政策，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加快土

地流转进程，推进京津冀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围绕京津冀地区的资

源特点集中扶持发展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

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区域带动作用，形成

产业带动、农户参与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其次，

京津冀地区要完善农业小额贷款政策。要加强农

村金融信贷机制创新，当地农业商业银行要提高

家庭农场和经营大户的信贷标准，探索新型贷款担

保模式。例如对于经过严格遴选的示范性家庭农

场，当地政府可以作为担保方为其寻求小额贷款。

此外，为降低农业成本，还可以依托科技创

新体系大力推广节药节水节肥等节本技术，坚持

良种良法配套、免耕精量播种、测土配方、秸秆

粉碎还田、科学施用农药、水肥一体化等增效技

术，以减少农业生产投入。〔25〕

（三）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

第一，吸引年轻劳动力回流，为农业供给侧

改革注入活力，这是补农业现代化“短板”的基

本前提。农村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大量耕地抛荒、

耕地利用率下降、农村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已经

直接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的农业基础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如何让年轻人自愿 “回家务农”创业，需

要地方政府制定灵活的机制。根据京津冀地区农

村年轻人务农的实际情况，各地要研究相关对策，

出台支持有学历、有业务水平的知识青年回乡，

充分利用年轻人现代农业生产理念为农业供给侧

改革注入活力。现代农业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创

业，更需要年轻人回乡务农。当地政府可以通过

建立年轻人回乡务农专项经费，联合地方职业教

育机构，开展年轻人专业技术知识培训，让年轻

人成为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城镇的

人才和投资者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从

而丰富农村的劳动力结构，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注

入强大的活力。也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营造农

村创业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解决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二，发展新型主体，补齐农业现代化效率

“短板”。一是根据国家关于农业供给侧的顶层设

计方案，京津冀地区农业改革的经营主体要多样

化，重点要围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最终形成

多种组织参与的经营体系，实现各个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协作。北京市和天

津市依托大城市人口密集的特点，要优先发展示

范性生态家庭农场，为城市居民提供吃、住、娱

乐一体的休闲服务。河北省要根据华北平原土地

资源特点，鼓励打造种植业、养殖业家庭农场，

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创建等项目，提升农

业经营效益。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强财政政策扶持。

集中利用中央财政惠农资金，整合惠农专款，重

点扶持有特色的农业经营项目。例如，北京市可

加强对平谷桃子、怀柔栗子等品牌农业项目的扶

持，可根据经营主体实际需求，优先提供品牌建

设资金。河北省可根据土地流转的经营面积以及

农产品产出数量、类别等，直接将财政资金补贴

给经营主体。在社会服务方面，京津冀地方政府

应该优先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技术培训等公共服

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制定相关政策，切实减

轻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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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农村产业发展新高地

京津冀地区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摆脱传统的、

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因此需要通过产业融合的

手段，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农业的“三产”深

度融合立足于自身的农业资源，通过农业直接生

产、下游精深加工和农业服务业结合，推动农业

产业范围进一步扩大，激发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活

力。

第一，要优化第一、二产业融合，推进产业

升级。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有条件的区域可以支

持企业在农村农产品产地落户建厂，扩大企业生

产能力和提升农产品加工速度。完善农村物流体

系，使其与农产品电子商务有效对接，促进农业

与工业深度融合，形成产销一体化的农业生产经

营格局，提升农业经营的效率。

第二，要进一步发掘农业领域的其他功能，

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农业的

服务业功能。农业的服务业功能可以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旅游对增加农村收入、

保护生态环境和升级产业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助力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转变。京津冀地

区可以通过开办特色产业采摘园、农家乐等项目，

打造环京津冀地区有特色的都市休闲观光产业。

第三，优化农村农业资源配置，建立村集体

股份制。“三产”融合需要主体有较强的经营能

力，一般来说，个体农户由于获取信息的能力不

足以及欠缺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因素，不能将有效

的资源变成资产。所以，需要村集体、农户和企

业联合起来，按照一定的比例成立股份公司共同

经营，才能深化第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农

户可将自家房屋、人力、土地等资源折合股份入

股；公司可以以管理权、运营权入股；村集体可

以用村集体的土地资源、办公场所等入股。在股

份公司经营的过程中，优先雇佣本村和本地农民，

使农民的自身价值在村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让他们既能本地就业，也能照顾家庭。股份公司

最大的好处是能物尽其用、人尽其能，使地方的

第一、二、三产业资源变成资本，惠及全体村民，

为乡村振兴寻找出路。

（五）加快推行“互联网+”，拓展农业产业链

和价值链

自从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以来，“互联网+”

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为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

带来了无限机遇。不仅广大消费者逐步接受由于

营销方式变革带来的不同的购物体验，生产者也

越来越认可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利润和效益提升。

京津冀地区加强互联网技术研发和营销手段的推

广，逐步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稳步增加农民收

入，使互联网电商能够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乡村旅游领域，通过“互

联网+”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同时通过后台

评分系统等技术手段，为优质的旅游产品提供更

便捷、更有效的宣传渠道。在农产品的运输交易

方面，建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交易集散中

心，将运输、订购、消费等多种功能结合在一起，

实现农产品的实时在线交易。同时，农业管理部

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分析不同利益

群体的诉求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保障消费

者和生产者利益的基础上，为地区农业产业发展

制定完善的农业政策。“互联网+”助力农业发展，

还体现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在优化支

持农村电商运营方面，政府购买专业电商平台公

司的运营服务，整合农村特色产品在线营销，使

农村的电商服务平台真正运行起来，将特色农产

品、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农民专心种植优质农

产品、专心经营“农家乐”等休闲产业，不为销

路而发愁。

（六）加强农业领域人才培养

从农业种植技术推广应用，到农产品精深加

工，再到“互联网+”与农业的深度融合都需要大

量农业专业人才。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人才流

动，三地要加大彼此合作的力度。第一，河北省

政府要充分发挥环北京市、天津市所带来的优势，

主动加强与京津地区优势产业资源、科教资源以

及人力资源的合作，提升本省农业人才的专业素

养。要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优势，

积极打造农业生产、营销服务等专业人才队伍，

使本地区农业经济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推进供

给侧改革方面建设优秀人才队伍。鼓励科研人员、

高校教师到一线挂职锻炼，促使他们将书本知识

传授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直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第二，从农民自身出发，要把提升农民知识素养

和科技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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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育。一方面通过集中、系统化地培训农民掌

握种植、养殖技术，让农民懂得科技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要定期组织农民学习国家政策，及时

把握和理解政策带来的改革好处。第三，地方政

府要组织农民到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加强

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的交流，从技术研发的源头

出发，建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科技创新主体的

直接联系，进一步使科技成果切合农业生产实践

需要，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能够落地。由地方政府

作为农民与科研主体之间的桥梁，建立农民到相

关机构、单位的定期学习交流项目，鼓励有学习

意识的农民长期参与，使交流学习常态化，并由

高校和科研院所做好农业技术的科普工作。农民

在接受农业科技信息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新技

能、新科技以及国家惠农政策。

四、结语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探索京津冀地区优化农业供给侧

改革的路径，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为农业供给侧

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依托区域一体化政策、

“三产”融合趋势、消费市场潜力、科技人才高度

等优势，京津冀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良好前景，

并为全面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同时，由于城镇化的压力，农业供给侧劳动力和

农地资源趋于不足，加之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尚未形成规模、传统种植结构固化、科技贡献率

还需提升等问题，京津冀地区农业产业供给与消

费市场脱节的困境依然严峻。为此，“十四五”期

间，优化农业供给侧改革需立足于科技创新，发

展智慧农业和绿色生态农业，扩展休闲农业的业

态，以对接京津冀地区多层次的消费结构。针对

“人、钱、地”等主要农业生产要素，探索“降成

本、补短板”的路径，同时加强人才和新型经营

主体的培养，优化农业农村资源配置，加快推进

以农业为基础的“三产”融合，依托数字技术、

互联网，扩展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最终实现农

业供给结构的升级，化解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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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Path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Taking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s an Example

Wang Changhai
Abstract：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agri⁃

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t present，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tradiction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has changed from insufficient total amount to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which is manifested
in phased oversupply. Further promoting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and constantly meeting the
people’s pursuit of high⁃quality life will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ath of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the key to imple⁃
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uld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redu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sts，make up the“short board”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 intensive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expand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value chain.

Keywords：agricultur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vital⁃
ization；path optimizing；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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