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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

总的战略安排，即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报告明确把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

国作为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

国、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海洋强

国、贸易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共涉及 13 个方面的强

国建设。这一系列的强国建设均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

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构成了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完整

战略体系。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基础上，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由此把

农业强国建设正式纳入了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体系。需

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只明

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海洋强

国和人才强国，加快推进体育强国

建设，而二十大报告除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外，其他均采用了“加快建设”

这一表述。这表明我国在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之后，目前

已经进入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和新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重要

农业大国，农业就业人数、增加值

规模以及谷物、籽棉、茶叶、花生、

水果、肉类、水产品、羊毛、经济

林产品、松香等农产品产量均居世

界首位。从就业规模看，2020 年我

国农业就业人员达 1.77 亿人，高于

印度 2018 年的 1.58 亿人。从增加

值规模看，2020 年我国农业增加值

为 11336 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达

到 31.1%，比 2010 年提高 9.3 个百

分点。再从农产品产量看，2019 年

我国谷物总产量占世界的 20.6%，其

中稻谷占 27.7%，小麦占 17.4%，根

茎类作物占 17.5% ；籽棉占 28.5% ；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和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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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占 35.9% ；茶叶占 42.7% ；水果

占 27.9%。2018 年我国肉类产量占

世界的 25.3%，其中猪肉占 44.7%，

羊肉占 29.8% ；蛋类产量占 42.3%，

其中鸡蛋占 39.6%。然而，至今为止

我国还不是农业强国，农业大而不

强、多而不优，农业科技含量不高，

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

用率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与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

丹麦、以色列、日本等农业强国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近年来，尽管我

国农林渔业劳均增加值与高收入国

家的相对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其绝

对差距仍在扩大，由 1997 年的 1.9

万美元扩大到 2019 年的 3.48 万美

元（2015 年不变价）。2019 年我国

农林渔业劳均增加值为 5609 美元，

仅相当于美国的 5.6%，高收入国家

的 13.9%。2016-2018 年，丹麦奶牛

养殖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 11.4 倍，

荷兰是中国的 10.4 倍，美国、德国

和法国也分别是中国的 7.5 倍、5.8

倍和 5.1 倍。

立足中国国情并吸取国际经验，

农业强国以“四强一高”为基本特征。

这里“四强”是指农业供给保障能

力强、农业竞争力强、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一高”是指农业发展水平高。很明

显，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体现，建设农业强国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必经之路，也是其重点难点所

在。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我国不能

如期建成农业强国，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色和含金量将

会受到严重影响，现代化强国建设

也将缺乏牢固的坚实基础。随着农

业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当前我国已

经具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和

条件，只有从现在起加快推进农业

强国建设，并经过若干个五年规划

的持续努力，才有可能使中国立足于

世界农业强国之林，实现由农业大国

向农业强国的转变，确保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体上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推进路径。

首先，加强农业强国建设的统

筹协调。为加强对强国建设有关工

作的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政策协

调，2015 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

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2022 年又决

定成立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

领导小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性产业，其发展需要各政府部门密

切配合并给予大力支持。农业强国

建设涉及到一二三产业各个领域，

生产、分配、消费、流通各个环节

以及中央农办、农业农村、发展改

革、财政、科技、教育、自然资源、

环境保护、水利、工信、人社、市

场监管等诸多部门，其实现难度丝

毫不亚于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等

方面的强国建设，更加需要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建议由

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联合相关部

门设立国家农业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其办事机构放在农业农村部，主要

负责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组织协调、

规划和政策制定。要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做

好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整体谋

划和顶层设计，明确其远景目标、

实施步骤和各阶段任务，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措施补齐农业现代化短

板，使农业强国建设与其他领域的

强国建设步伐相协调。

其次，进一步扎牢国家粮食安

全底线。中国有 14 多亿人口，其

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国内粮食消费和需求量巨大。2021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68285 万吨，

粮食进口量为 16453.9 万吨，出口

量为 331 万吨，国内粮食需求量高

达 84407.9 万吨。因此，在中国这

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现

代化，必须始终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可以说，国家粮食安全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线任务，也是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把

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强国建设的底线

任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农业强

国建设的重要特色，它是与一些人

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较小的世界农业

强国不同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组织管理创新，

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守住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树立大

食物观，正确处理好粮食安全与食

物安全、营养安全的关系，推动农

林牧渔业高质量全面发展。应该看

到，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

升级，丰富多样的畜产品、水产品、

森林食品将有利于改善居民的膳食

营养结构，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补齐农业强国建设的突

出短板。在我国强国建设战略体系

中，建设农业强国才刚刚提出，起

步较晚、基础较差，仍处于相对滞

后的位置，属于我国各方面强国建

设中的突出短板。同时，在农业强

国建设体系中，又存在一些明显的

短板和薄弱环节。主要包括 ：农业

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较低，农田水

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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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提高 ；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

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规模化、组织化、

服务化水平较低 ；化肥、农药过量

使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任务繁重 ；

农业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素质较

低，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等

等。这些短板和薄弱环节成为农业

强国建设短板中的短板，需要采取

更加有效的措施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

成果，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积

极引导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实现有

效衔接，推动农业向良种化、规模化、

工业化、融合化、品牌化、生态化、

智慧化方向发展。

第四，做好农业强国建设的时

序安排。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一个

长期的渐进过程，必须做好战略谋

划和时序安排，分阶段扎实稳步推

进。据我们对若干关键指标进行测

算，按照现有发展能力和条件，中

国最有可能在 2040 年前后跨越农业

强国门槛，保守估计农业强国的实现

应不晚于 2045 年。考虑到我国农业

的现有基础和条件，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 ：在

“十四五”时期，着重做好顶层设计，

建立组织协调机构，完善相关规划和

政策，奠定农业强国建设的制度框架

和政策体系 ；到 2035 年，确保基本

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取得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最终建成农业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到 2045 年，力

争实现农业由大到强的转变，把我国

建成现代化的农业强国。为此，要

立足五年规划，将未来 4~5 个五年

规划周期作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重要时期，确立若干关键任务和重

大专项，明确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

和重点任务，接续推进。

第五，分产业有序推进农业强

国建设。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消

费市场巨大的大国，国内市场对各

种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中

国需要建成的农业强国将是农林牧

渔业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协调发展的

综合型农业强国。2020 年，我国农

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16.47%，是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的 2.05 倍。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中，近年来林牧渔业一直接近半壁

江山，其比重由 1978 年的 20.0% 提

高 到 2008 年 的 48.1%，2020 年 为

42.8%。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

林牧渔业将日益重要，且有可能比

种植业更容易实现由大变强。为此，

要改变传统的“重种植业、轻林牧

渔业”的倾向，针对农林牧渔等不

同行业，明确其标准、目标、任务

和路径，实行差别化的推进策略，

探索各具特色的强国之路。根据不

同产业的现有基础和条件，可以考

虑在 2035 年左右将我国建成林草产

业强国，在 2040 年左右将我国建成

现代渔业强国，在 2045 年左右将我

国建成畜牧业强国和种植业强国。种

植业由于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实现由

大变强难度更大，任务更为艰巨。此

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还要着力提

高全产业链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尤

其是核心和关键环节的竞争力。

第六，加快农业强省强市强县

建设。农业强省、农业强市、农业

强县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载体。

虽然农业现代化是对所有地区的普

遍要求，但农业强省强市强县则是

有选择性的，只有部分有条件的地

区才能建成。近年来，黑龙江、山东、

河南、江西等省纷纷提出建设现代

农业强省，在多方面开展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一些省份还相继提出建

设种业强省、粮食产业强省、休闲

观光农业强省、林业强省、林草产

业强省、茶叶强省、畜牧业强省、

奶业强省、渔业强省、远洋渔业强省、

水产强省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把农业

强省强市强县建设作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主抓手。建议采取省部共

建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省

份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并建立科学

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分

期分批推进农业强市、农业强县建

设，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带动

作用，国家在资金投入和政策上给

予相应的支持。

第七，完善农业强国建设政策

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巨

大的系统工程，更加需要中央和地

方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新形

势下，要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目标任务，制定行动计划，调整相

关规划，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完善支持政策体系。当前，应

借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利时机，

尽快制定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行动计

划，启动实施一批专项行动、重大工

程和重点项目。同时，要将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作为重要目标任务纳入

下一阶段乡村振兴五年规划，并通过

规划中期评估和调整将其纳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以及《“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中，切实把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摆在与其他强国建设同等重要

甚至优先的位置。此外，还要加强

对农业强国指标体系和政策体系的

研究，进一步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农

业支持保护制度和政策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