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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G 技术为支撑
推动 2.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
张

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 1．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确保了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十三年超 1 万亿斤,彻底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并不牢固,与发达国家农业竞争力相
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农业大而不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我们要在巩固已有农业现代化成绩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 5G 技术在国际上的领先优势,加快发展从产业体系化、生产智能化、管理智慧化和服务网络化为主要
内容的 2． 0 版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竞争力的弯道超车,彻底解决中国农业生产大而不强的问题。
[ 关键词]5G 技术;1． 0 版农业现代化;2． 0 版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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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0 版农业现代化成就与反思
( 一)1．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成就
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根据农业发展对生产要素依赖程度的不同、生产采用技术手段工具的不
同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不同,把农业发展划分为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和现代农业发展
阶段。 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形式,既有明显的区别,也
有一定的联系与延续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满足国民
经济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发展对农业资本积累需求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为传统农业发展阶段上带
有“ 资源型产业” ①特征的农业,提供又多又好的物质装备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尽快实现粮食的增产和为
工业化提供积累的目标。 因此,1964 年 12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重工业部门应当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
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②,从此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1952 年

的 18. 4 万千瓦,增加到 2018 年的 10. 0 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67% ,其中主要粮

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 2018 年全国耕地灌溉面积 10. 2 亿亩,比 1952 年增长 2. 4 倍,
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6. 4 亿亩;农村用电量由 1952 年的 0. 5 亿

千瓦时增加到 2018 年的 9359 亿千瓦时,化肥使用量从 1952 年的 884 万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5653 万吨,
[ 作者简介] 张军(1956-)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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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6. 39 倍①。 在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保障下,每亩用工数量从 1978 年的 33. 3 个,下降到 2006

年的 8. 7 个,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部分粮食品种的生产在国际上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②,粮食产量已
经保持了十三年超过 1 万亿斤的水平。

( 二)1．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受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形成

了农村就是发展农业、农业就是发展粮食种植的生产格局。 因此,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等对
提高土地产出率和降低劳动强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因素,便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商品生产发展的重要经济制度基础后,对农业现代化
建设和发展的认识有了深化并认为,农业现代化还应是组织系统的现代化( 张琦,1990) ③;农业现代化
还是从直观经验和手工工具为基础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手段和经营管理方法为基
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宜杏云、王春法,1998) ④;以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农民的组织化来降低农户的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
( 张晓山,2019) 等⑤。

无论是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还是后来增加的组织现代化

和科学技术与管理现代化的内容都说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每当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
装备取得重大突破,经济与管理科学取得革命性变革时,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将出现新老交替。
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曾经为之大力建设的农业现代化,仅仅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某一个阶段的现代
化,这样的现代化已经不能反映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对农业发展的要求,不能反映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对农
业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严重滞后。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
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⑥,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
不应求的格局。 这一成绩的取得,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等重大体制改革和政策激励产生的推动作用
外,也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那个时期存下的老本,让我们吃了几十年,为中国农业发展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即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

1．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因而具有明显的追求农产品产出数量的特征,是生产环节的
现代化,这与当时我们急需解决农产品供求不平衡问题密切相关。 这样一种农业现代化建设,忽略了农
业作为一个产业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所具有的自身发展规律与要求,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性和全方
位性的规律,即不仅包括生产物质基础的现代化,而且还应包括产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 因而当农产品
从长期短缺向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转变后,以物质基础和要素投入为主的农业现代化对推动农业发
展的正向作用日益衰减,短板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农业生产波动加剧,农业生产“ 多了砍、少了赶” 现象
并没有因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而得根本性的解决;再例如,农业现代化水平虽然带来了农产品数量
①国家统计局:《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出大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

三》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ztjc / zthd / sjtjr / d10j / 70cj / 201909 / t20190906_1696322. html。
②张晓山、李周主编:《 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97 页。

③张琦:《 农业现代化浅析》 ,《 农业现代化研究》 ,1999

年第 11 期。

④宜杏云、王春法:《 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透视》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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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度增加,为中国粮食供给提供了保障,但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日益突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还例如,与过往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竞争力虽然在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带动下有所提高,但与欧美国家相
比,依然比较低,农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没有破局,等等。
第二,生产智能化建设严重滞后。 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关键在于提
高亩均产量。 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农产品短缺问题的重心,放
在了提高土地产出率上。 受此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也保持了与这一目标的高度一致,即
通过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亩均耕地的产量,从而增加农产品总产量。 例如,由于水利对农业的增产增收
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与水利灌溉相关的机械数量增长比较快。 再例如,化学肥料
和农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在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四个指标中,单
位耕地面积化肥和农药施用量是唯一领先国际平均水平的指标。 虽然机械化和化学化都有降低劳动生
产强度和节约劳动力的作用,但是它们还不能等同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中机器对劳动力大规模替代的生
产自动化,更不具有生产智能化特征。 从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对工业现代化产生的决定性作用来
看,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缓慢,农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滞后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管理智慧化建设严重滞后。 农业是一个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土壤和水等密切相关的产业,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古代先人根据季节的变化,总结出了 24 节气,并根据 24 节气来从事农
业的生产、管理和收获,因而形成了一整套以实践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与方法,为我国乃至世界
的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这些经验和方法并没有因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而失
去作用,反而至今还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也应看到,这套以 24 节气为基础的
农业生产管理方法,存在着以下几方面不足:一是管理的方法以经验为主,比较“ 粗” ,如只是在节气大
致规定的时间前后,对生产活动进行管理,没有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手段可以实现
反季节种植和生产。 二是管理形式基本上属于事后管理,即是对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后的管理,不能做

到提前发现及时管理,因而增加了管理成本。 三是管理的精准度和“ 靶向” 度不高,降低了管理效率。
例如,土壤、水和肥料是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必要条件,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
对土壤、水和肥料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按经验进行的生产管理,虽然能够知道干旱时浇水,但并不能精
准的做出浇多少水量才合适,知道需要对作物进行施肥和打药,但并不能精准地做出施多少数量的肥和
打多少剂量农药的管理决定,因而导致超数量大水漫灌和过量施肥、打药现象的出现,既增加了浇水和
施肥打药成本,又因过量施肥和打药给土壤和环境带来污染。

二、以 5G 技术为支撑推进 2．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
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之所以成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转变过程中的首选,一
是这“ 四化” 对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正是这种基础性作用,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一个国家
农业现代化发展初期都会选择的重要内容。 二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不可能
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提供超过其自身发展水平的物质装备。 三是科学技术,尤其是移动通讯技术没有
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并取得重大突破,因此不可能为推动农业产业体系化、生产智能化、管理智慧化和
服务网络化创造可能。

5G 技术因其具有峰值速率达到 Gbit / s 标准、时延水平在 1ms 左右、超大网络容量,使它具有千亿设

备的连接能力、频 谱 效 率 比 LTE 提 升 10 倍 以 上、 连 续 广 域 覆 盖 和 高 移 动 性 下、 用 户 体 验 速 率 达 到

100Mbit / s 等特征,可以满足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大数据量传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实时应用,同时
因流量密度和连接数密度大幅度提高,系统协同化、智能化水平大大提升,可以实现多用户、多点、多天
线、多摄取的协同组网以及网络间灵活地自动调整等特点,超越第四代(4G) 移动通信技术成为当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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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新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5G 使数据的连接和交互更加便利①,将满足行业数字化在
敏捷联接、实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②,为机器对机器、人与
机器间以及移动网络和机器之间的通信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智能化、交互式条件,并赋予机器更多的“ 智
慧” ,特别是以 5G 技术为基础构建的互联网和物联网,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交互式和网络化与农
业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同时又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统一于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为解决以机械
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主的 1. 0 版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的不足,推动 1. 0 版农业现代化向以产
业体系化、生产智能化、管理智慧化和服务网络化的 2. 0 版的新型农业现代化升级创造了条件。
( 一) 产业体系化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农业生产波动大、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和竞争力弱、农户抵御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与我国现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联系起来,并认为小农生产难以适应市场
经济变化③,因此,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手段,我们把提升生产者组织化程度,以及在不改变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基础上鼓励耕地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倡导发展“ 龙头企业 + 基地 + 合
作社 +农户” ,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从事规模化生产开发,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发展各类生产
合作组织,以及发展家庭农场等形式,作为解决我国农业生产规摸偏小、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问题和提
升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即满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又包括:生产组织的可持续、生产技术的可持续、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品牌的可持续和社会的可
持续五大发展内容,因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发展问题,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破坏,整个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威胁。 这“ 五个” 可持续发展涵盖了农业、工业、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旅游
观光产业、科技开发、金融保险、市场流通、信息咨询等相关产业,尽管包含了生产链条整合的内容,如以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带动的农业产业化包含了农业生产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整合,形成了全链条的生
产,再如田园综合体也包含了一二三产业的整合,但它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组织创新仅仅属于生产组织
可持续发展范畴,是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况且它还有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
进的发展问题。 第二,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和完善的背景下,部分环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并
不能代表全部环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同步解决,因此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出现了不同环节上建设不
同步的现象。
造成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不同步的原因,一是受行政和行业壁垒的制约,不同行业的生产要素难于在
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与配置,致使市场化的产业融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
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工具来为推动不同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一个平台。 以 5G 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 互联网 +” ,如“ 互联网 +农业 +加工业 +商贸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科技服务业 +文化旅游业 +……” 等等,
打破了生产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和行政区域壁垒,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上,为农业生产体
系的整合与现代化搭建了一个统筹谋划、共同建设、协调发展的平台,从而有利于生产体系现代化的快
速形成。
( 二) 生产智能化

通信技术的每一次突破,特别是具有大容量数据传输的移动通讯技术的突破,例如 3G 取代 2G,4G

取代 3G,都促进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当前正在进行的 5G 取代 4G,解决了大数
——2019
①王天然:《 智联 5G,绽放边缘—

shtml,2019-12-06。

——2019
②李颖:《 智联 5G,绽放边缘—

shtml,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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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杜梅萍:《 谁来种地

边缘计算产业峰会在京盛大召开》 ,http: / / news. idcquan. com / scqb / 172889.

边缘计算产业峰会在京盛大召开》 ,http: / / news. idcquan. com / scqb / 172889.

怎么种地———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线》,2014 年第 2 期。

以 5G 技术为支撑推动 2. 0 版农业现代化建设
据与云计算的传输瓶颈,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合缺少平台的问题,推动了生产活动的数字化和计
量化发展,使人工智能具备了“ 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知识通过灵活适
应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 ( Andreas Kaplan,Michael Haenlein) ①,为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智慧
化、智能化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各国现代化建设与
发展的重点,例如德国的“工业 4. 0”和“中国制造 2025”都将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放在了智能化发展上。

5G 技术的运用,为农业生产智能化搭建了一个平台,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智能化

发展:

第一,有利于推动大数据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大数据是智能化的前提和基础,光有大数据而没有
将大数据与智能化设备和装置连接起来的数据传输桥梁,这些数据只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并不能代表
智能化。 5G 技术在解决农业生产海量数据传输延时问题的同时,增强了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和识别算
法,提升了人工智能设备和装置的快速响应能力,使人工智能具备了同人一样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使
大数据建设与农业产业发展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第二,有利于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一整套智能化解决方案。 农业生产不仅涉及到“ 土肥水种密保管
工”8 个环节,而且受自然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客观上
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提供统筹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机制。 以 5G 技术为基础建立的互联网平台,由于可
以实现多用户、多点、多天线、多摄取的协同组网,以及网络间灵活地自动调整等特点,系统协同化水平
和可视化水平大大提升,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云端协同与可视化智能分析,实现农业生产
问题的远程会诊,以及农业生产的远程操控,为农业发展提供一整套智能化解决方案。
第三,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作业发展。 把农田大数据、自然环境大数据、作物生长大
数据、病虫害防治大数据组成的物联网,及各种农业机械组成的农机物联网、灌溉物联网等,与覆盖全国
的北斗卫星“ 天网” 组合在一起,通过天网与地网融合,有利于推动智能化农业数据的无人采集和分析;
推动农业机械的智能化无人机耕、无人机播、无人灌溉、无人播撒农药化肥、无人机收作业的实现。
( 三) 管理智慧化
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如何,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传统农业生产管理不仅是经验式的管理,
而且也是事后的管理,这种管理一是缺少精准度,因而会增加管理成本,例如经常在农作物生长期间采
用大水漫灌的方式,而不是根据具体作物需水量的多少来进行浇灌,往往造成水量浇灌过多。 二是具有
补救性质管理特征,例如只有在农作物出现某种肥料短缺特征,或者农作物出现某种病虫害特征后才知
道施肥和进行病虫害防治,这时候不仅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的成本比较高,而且部分农作物由于不能得到
及时的施肥,或者不能得到及时的病虫害防治,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影响。 农业部门要想成为速
水和拉坦称之为的“ 科学型产业” ②,还必须提升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而实现智慧化管理是提升农
业生产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5G 技术的应用,加快了物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中的普及,改变了以往农业生产的“ 粗放式” 和

“ 事后补救式” 管理,并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管理的智慧化发展。

第一,实现精准化投入。 将传感器设置在作物生长的土壤中,并形成由一定数量传感器节点连接组

成的传感器网络,不仅可以精准获取土壤环境和作物长势的实时信息,并根据作物生长需要及时进行浇
水、施肥和打药等作业,避免以往靠肉眼观察和主观经验获取作物生长信息存在的不精准性;而且还可
以根据获取的信息精准计算出浇水、施肥和打药的使用量,进行精准作业,避免过量使用产生的浪费与
①Andreas

Kaplan,Michael Haenlein,“ Kaplan and Haenlein Def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 / / cn. bing. com.

②[日] 速水佑次郎,[ 美] 弗农·拉坦:《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郭熙保、张进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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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第二,实现拟人化培育。 创造拟人化的培育环境,是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动植物
产量的要求。 通过物联网技术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动植物生长过程的规律,感知动植物对生长环境和各
种养分的需求,从而对动植物生长进行拟人化培育,使动植物能够在一个更加符合自身生长规律的环境
下生长。
第三,实现标准化生产。 物联网从两个方面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 一是投入标准化,即通过
感知技术,制定各种投入要素的数量标准、养分标准和投入时间标准,提高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率;二是管
理标准化。 “ 模块化” 生产是管理标准化的基础和前提。 物联网技术推动了农业“ 模块化” 生产管理,因
而有利于实现标准化管理。

第四,智能化监管。 将物联网感知技术获取的动植物生长信息,传输到计算机终端进行分析和处
理,形成决策并指导生产,因此不仅实现了智能化的生产管理决策,而且还可以为动植物生长和生产活
动建立信息档案,实现生长过程和生产活动都有案可查并可追溯,提高了监管的智能化程度和监管效率。
( 四) 服务网络化
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服务,也如同生产链条产前、产中和产后被割裂开来一样,几乎是碎片化的服

务方式,其典型特征就是“ 各自为战、各管一摊” ,而且由于受行政体制分割的影响,形不成合力,难以出
现“1 +1>2 的效果。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实施简政放权改革以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企业
受行政干预的强度,为不同部门和企业更好的服务于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干预
的影响,致使农业产业服务保留的部门色彩依然浓重,农业生产服务很难突破部门框框、行政束缚和地
域阻隔,满足生产发展需要,甚至形成了服务滞后于生产需求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与
发展。
农业生产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很难形成有效服务的原因,一是打破部门区域限制和简政放权的改
革不彻底,致使很多服务型企业仍然受条块和部门行政限制,不能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自主展开经营活
动,并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形成多部门和企业协同服务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机制;二是旧的农业生
产服务体系或平台被打破了,新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或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放大了农业生产服务供需双
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但农业生产服务需求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也阻碍了农业生产服务供给方
的发展。

以 5G 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互联网,虽未能在生产服务供求方面彻底颠覆条块分割和行政干预,

但它为农业生产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 农业服务供求网络平台的形成,一
方面突破了线下来自部门和行业的行政干预,以及跨区域产生的空间阻碍,为生产服务供需双方的高效

结合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市场运行规则的基础上,推动了供求双方对接模式的创新,例如形成“ 互联
网 +农业 +金融服务” “ 互联网 +农业 +保险服务” “ 互联网 + 农业 + 商贸物流服务” “ 互联网 + 农业 + 科技服
务” “ 互联网 +农业 +仓储” 等网络化服务模式,甚至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对互联网 + 农业 + 单一服务模式
的整合与创新,最终还会形成“ 互联网 +农业 +一揽子综合服务” 的新模式,发挥综合服务的优势,使农业
生产服务真正进入网络化时代。

生产服务网络化,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规模较大企业对生产服务的需求,而且更有利于解决生产规
模较小企业如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生产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如果小规模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的生
产,能够在生产服务网络化支持下有效解决生产服务供给不充分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农业生产规模越
大越好的理念,对片面追求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制度和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甚至进行必要的修正。

三、加快 2． 0 版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而言,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一样,对国家的经济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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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中国制造 2025” 工业发展规划时,也需要制定能够将大数据、智慧化和智能化与农业产业发展
相结合的中长期规划,也要像推动“ 中国制造 2025” 发展那样,举全国之力推动 2． 0 版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

( 一) 制定 2． 0 版农业现代化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实现 1． 0 版的农业现代化向 2． 0 版的农业现代化升级,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像制定“ 中国制造

2025” 发展规划那样,编制 2． 0 版国家农业现代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用“ 规划” 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 因
此,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农业部为主,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参照中共十九大提
出的“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 的要求①,并与国家乡村振兴规划、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紧密衔接,编制国家“ 农业现代化 2035”

行动计划,不但要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内容落实到行动计划上,更重要的是把发展任务和具体内容
落实到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落实到产业,实现发展有内容,建设有抓手,责任有担当,时间有限定,扎扎
实实地将 2. 0 版的农业现代化推向前进。

( 二) 调动政府、企业、科研人员的建设积极性
政府既是规划的制定者,同时也与企业、科研人员一样是规划落实的执行者,因此,调动他们的参与

积极性,对规划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要根据规划的目标和要求,建立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
部门参加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责任制,并把具体工作的实现程度,落实到工作考核
制度上,督促规划的实施和落实。 要从政策和制度上为参与建设的企业松绑,给企业创新营造一个参与
建设的宽松环境,要给予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土地使用上的政策支持。 要制定相关政策,创新科
研为农业发展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创新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地方农业发展的体制机
制,激励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人员以不同方式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解决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科技供给不充分的问题。
( 三) 加强农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要不断提高与物联网发展相关的产品生产水平,例如

GPS 设备、传感器和红外射频等产品的生产,生产出技术更先进、使用更精准的产品供物联网使用;二要
加强互联网建设,让宽带能够进入绝大多数村庄,不断提高带宽,升级网速;三要加强以 5G 为基础的移
动互联网建设,让想要上网的个人、家庭和企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及时、方便、便宜上网,为

2． 0 版的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四) 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农业职业工程师

2. 0 版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比 1. 0 版农业现代化内容不仅丰富,而且技术含量也更高,因此对参与建

设的农业生产者个人素质要求也相应更高。 参与建设的农业生产者,不仅需要具备农业生产与管理的
知识和技术,还需要具备了解和使用通讯设备、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计算机使用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现阶段我国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10． 5 年②,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更低,很难满足农业现代化发
展对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提升农业生产者人力资本水平迫在眉睫。 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看,我
们要把培育农业职业工程师作为重点,为他们创造一个具备更高学历、更多学科、更广泛技能的职业教
育环境,以便满足农业现代化对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 责任编辑:王

①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content_26628091. htm。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http: / / politics. gmw. cn / 2017 -10 / 27 /

②李克强:《 要继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全民素质》 ,新浪财经,htt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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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motivation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Lv Weizhou

Ma Yujie 5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party,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party has
unique value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party’ s work. In the new era,the key issue raised by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and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motiva-

tion. To develop a positive and healthy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is the deepest,most essential and most
enduring strength to standardize party’ s political activities,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our party to adhere
to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and i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o promote the party’ s self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changes of the party’ s political ecosystem put forward the dem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 political culture. It is a practical demand that the rigid constraints of party regulations and the flexible

constraints of party’ s political culture work in concert.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 political
cultur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 to adhere to the senses of principle, innovation,hardship and
restraint. It reflects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n essence.

Shareholding banks,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of endogenous panel

Hu Yanxin 28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this paper tak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share lisYuan Gaixia

ted companies in 2011 to 2018 as samples and studies the way that Shareholding banks and shareholding ratio

improve investment efficiency by alleviating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 With other
factors unchanged,when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of holding bank equity,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holding bank equity,compared with that of listed companies without bank equity,has dropped by

62. 29% on average,which was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 . Holding banks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loss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due to financing constraints; (2) With other factors unchanged,when considering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the bank and the square of the shareholding ratio be endogenous variables,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changes with the change of holding ratio,and the change speed will become very

slow with the increase of holding ratio,which is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0% ; (3) With further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it is found that,when faced with financing constraints,state - owned
holding companies,large -scale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with decreasing dividend paym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by holding bank equity,thereby reducing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version 2. 0 with the support of 5G technology
Zhang Jun 63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mechanization,water conservancy,chemistry and electrification has ensured

China’ s grain output exceed 1 trillion Jin for 13 consecutive years and has complete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food consumption for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However,the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not
solid. Compared with the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of developed countries,it is still at a low level,and the

situation that agriculture is large but not strong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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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leading advantages
of 5G technology in the world,list the industrial systematization,production intelligence,management intelligence and service networking into the “ new four modernization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us we can realize the corner overtaking of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orough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but not stro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An image explo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Zhao Defa’ s Jing Shan Hai

Zhao Xiuling 87

Zhao Defa’ s Jing Shan Hai is a novel as well as an image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reflects the great change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political rules,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styl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also demon-

strates the reform aspiration and political wisdom of rural cadres in the new era. Its strategic goal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motes culture to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rough literary images, which shows the

height and bearing of spirit and opens the way for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course,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to express in literature,to discover
the complex contradictions and find governance measures of rural society.

Power of algorithms and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platform economy

Duan Peng 110

In the era of highly digitalized, personalized and intelligent platform economy, intelligent algorithms with their

accurate analysis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power agents of various Internet platforms
to achieve their commercial interests. However,the power manipulation based on algorithm tools poses a poten-

tial threat to users and the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is regard, the paper documents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governance subjects on algorithmic power issues, and points out and elaborated
thre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restricting the abuse of algorithmic power. The three

issues include: transparency, normativity, and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In the final part,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light of China’ s realit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to build
an algorithmic power governance system that adapts to China’ s economic and social reality.
Sink and rise:Chinese history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1990s

Chen Feng 145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 in 1990s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Chinese history of the day. In order to

save themselves,some scholars proposed to set history on a path towards the market and adjusted their research
focuses and subjects according to demands of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o they industriously developed applica-

tion studies and wrote popular and public histories. Some other scholars refused to commercialize history or ori-

ent it to the market,emphasized the cultural function and the academic nature of history,and pinned their hope
on protection and support of the n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for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n one hand,the market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istory in 1990s resulted in its tendency to utilitarianism and vulgar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stitution of market system for planning system created a multi -dimensional and ex-

pansive space for development of history.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has finally freed from politicization and
ideologization and turned into the academic course towards independence and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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