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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各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日趋深入。中国数字乡村战略体现时代前沿和现实关
切，其中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理念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结合，需要正确理解并进行科学评价。本文通过
梳理国内外相关政策与实践，在明确数字乡村建设基本架构基础上，遵循投入产出的总体框架，围绕产业数字
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数字经济构成，对乡村数字经济的主要指标进行设计。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涵盖数字环境、
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等方面，是自我循环、自我感知和自我完善的持续运行系统。乡村数字经济对
应于数字乡村的经济属性，其内涵可以从产生条件、表现形式、发展阶段和规律演变等方面来理解。基于乡村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应包括数字环境、数字投入、数字效益和数字服务等 4 项一级
指标及对应的 16 项二级指标。对此本文建议，各地推进乡村数字经济，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应重点关注规划引导、
数字环境、产业培育、数字人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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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design for rural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CUI Kai1, FENG Xian2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Bei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Beijing 100097, China）
Abstract ：As global digital economy growing fas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 deepened
in various countries. China’s digital rural strategy reflects the frontier of the new era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practic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to evaluate rural digital econom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concept and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s of the overall input-output model and th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relevant domestic and oversea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tried to build an index
system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covers the aspects of digital environment,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life,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nd
it is a continuous operating system of self-circulation, self-percep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Rural digital economy
corresponds to 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digital village and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the aspects of formation condition,
expression form, development stage, and rule evolution. This research also builds a rural digital economy index system,
which includes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including digital environment, digital input, digital benefit, and digital service,
and 16 second-level indicator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ocus on planning and guidance,
digital environment, industrial cultivation, digital talent,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other aspects to promote the rural
digital economy and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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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背景下，以物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第五代移动通信
技术（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驱动经济模
式、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等发生系列变革的新动能，
加速人类由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迈进，数字经济应
运而生。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数字经济被
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
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
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的运行过
程，也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机器学习、物
联网和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交换、分配
和消费过程中的融合 [1]。
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推动乡村发展
方式与增长动能的转变 [2]。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农
业将迎来“数字革命”[3]，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加
快数字农业发展，不仅成为各国农业提质增效的重
要途径，也大大推动农业领域的数字经济发展 [4]。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能多方位促进农
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 [5]。从数字经济环境
的影响看，国外更聚焦于 ICT 技术对于农业产业、
产品市场等的影响分析 [6-8]，特别是数字环境对于
改善农村社区连通性的作用 [9]。许多研究还关注到
通过发挥经营主体能动性，提高中小企业等对信息
化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能够发掘数字
经济潜力 [10-11]。为顺应技术前沿和时代趋势，中国
从国家层面提出“数字乡村战略”
，数字乡村是有
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涉及乡村地区的数字经济、数
字生活、数字服务和数字治理等多方面的内容，不
仅承载着信息技术的应用示范，也成为数字化整合
资源要素的实体表达 [12]，数字乡村具有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服务在线化和治理精准化等系列特征
[13]
，其内涵十分丰富。当前国内研究一方面是围绕
数字乡村建设理念，从产业推动 [14]、多主体共治等
思路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结合数字乡村目标导向，
从弥补数字鸿沟 [15]，构建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16] 等
开展研究。同时，就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而言，已有
部分研究通过引入指标设计开展评价工作 [17]。
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
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等措施的提出，凸显了数
字经济发展理念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发展相融合的角度，来审视数
字乡村建设，是理论与对策研究应聚焦的重要前沿。
由于国内目前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刚刚起步，对于
“数字乡村”和“智慧乡村”等概念的内涵讨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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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形成共识，也尚无专门针对乡村数字经济的内
涵的研究。科学界定乡村数字经济的内涵，提出能
够对乡村数字经济进行考核与评价的指标体系，可
反映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对于
数字乡村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政策意义。对此，
本文基于世界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趋势，梳理近期
中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政策实施重点，在明确数字乡
村建设基本架构基础上，遵循投入产出的总体框架，
围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数字经济构成，提
出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建立，将
为数字乡村有关理论研究和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科
学依据。

1 世界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
济新图景（2019 年）
》
，2018 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
经济总规模超过 30.2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高达
40.3%。其中半数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1 000 亿美
元，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韩国和印度
等 9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 50%。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经
济社会活动，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各国纷纷将数字
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世界发达经济体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下，数字文明
时代悄然来临。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两个重
要方面 [18]。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19）
，产
业数字化即国民经济其它非数字产业部门使用数字
技术和数字产品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 [19]。数
字产业化即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品生产，如电子
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互联网行业和软件服务
业等。当前数字化、网络化和智慧化的创新理念与
技术正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同时物联网、人工
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势头强劲。
从各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来看，农业与人工智能等数
字化技术的结合程度相对较低，农业数字化转型进
程相对较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 47 个国
家测算，2018 年大部分国家服务业数字经济占比为
10%~30%，近半数国家工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
比重超过 10%，而绝大部分国家农业数字经济占行
业增加值比重低于 10%，仅有 12 个国家农业数字
经济占比超过 10%（图 1）
，中国为 7.3%，略高于
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虽然数字经济在农业部门占比不高，但发展潜
力巨大。为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近年来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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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年世界主要国家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行业
增加值比重
Fig. 1 Digital rural economy shares of the total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major countries in 2018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
（2019 年）》报告整理而成。

和地区都加大关注和扶持力度，将主要政策聚焦在
网络服务质量、大数据开发利用、农业生产能力、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和数字生活服务等领域（表 1）
，
[20]
“互联网 +” 、农业农村“大数据 +”
、
“智能 +”
、
“数字化 +”的特征日益明显。如美国以专项资金援
助和贷款方式，加大投入改善落后地区农村的通信
基础设施和宽带服务质量。日本加快包括农业机器
人在内的智慧农业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自助驾驶
拖拉机、自助驾驶水稻插秧机、GPS 定位平整机和
远程操纵割草机等装备。欧盟于 2017 年开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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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动，该行动提出智慧乡村的概念、支持计划
和实施措施等，并指导欧盟各国形成了若干典型发
展模式 [21]。从主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重点来看，互联
网基础设施的连通，网络服务质量提升是乡村数字
化基础保障，农业物联网、智能机器人和大数据平
台等的应用，是乡村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向，
帮助农民自主应用数字化技术，提高农事作业效率
和生活便捷性，加快数字红利普惠共享，是各国乡
村农业农村数字化的最终目的。
大型跨国公司也积极利用数字技术，为各国提
供各项农业服务。如拜耳在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
推出数字化农业品牌 Xarvio，提供包括瞬时拍照识
别，感知农田墒情、灾害预报等数字化解决方案，
适用于小麦、大麦、土豆、甜菜和油菜等田间作
物。Yara（雅苒）国际集团与 IBM 正式达成合作，
共同建立数字农业平台。其中 Yara 分享关于土壤
管理和作物生产的研究，IBM 提供人工智能和区块
链数字平台领域的专业知识，帮助数字农业平台收
集和创建农田数据信息，分析天气数据、卫星图像
等，为农民提供可操作性的意见，目前已应用于欧
洲、新加坡、美国和巴西等地。孟山都创建 Climate
FieldView 数字农业平台，通过该平台的数据服务，
使用者可将农田数据收集、存储到统一平台，通过
数据的直接传送、数据关联和可视化分析，农民可
以更好地管理农田变量和优化资源投入。

2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数字经济
中国是较早将数字技术与农村发展进行统筹规

表 1 部分国家和地区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的重点领域
Table 1 Main aspects in digital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国家和地区

推动部门

战略举措

支持重点

美国

美国农业部

农村宽带再连接计划

加大农村宽带方面的投资、贷款规模，改善网络服务，
更新连接和接入设备

欧盟

欧盟委员会

智慧乡村行动

持续提供农村服务，
应对农村人口减少。强化城乡连接，
推动农村的数字化、低碳转型

英国

英国农业、环境和农村事业部

农村白皮书行动计划

提高农村地区高速宽带可达性和可承担性

德国

德联邦食品和农业部

联邦乡村发展计划

扶持基层乡村数字化创新应用项目，利用数字化产品
应用来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

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

推进智慧农业

推进自动作业机器人、远程控制等智能装备的市场化
应用，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WAGRI）

澳大利亚农业、水和环境部

农村研发盈利计划

通过机器人、大数据、精准农业、等技术的采用，强
化食物供应链环节中的生产、过程和应用创新。

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

国家农业数字管理计划

推进各类网站、应用程序等的开发，强化信息服务系
统在农业价值链中的作用，建立农民服务热线

澳大利亚
印度

注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资料来源分别为美国农业部（https://www.usda.gov），欧盟农村发展网（https://enrd.ec.europa.eu），英国农业、
环境和农村事业部（https://www.daera-ni.gov.uk），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https://www.bmel.de/EN/Homepage/homepage_node.html），日本
农林水产省（https://www.maff.go.jp），澳大利亚农业、水和环境部（https://www.agriculture.gov.au）
，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http://agricoop.
nic.i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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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国家，中国提出的“数字乡村”战略，将数字
技术与农村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初步搭建起数字乡
村政策支持体系，这是具有国际前瞻性的战略举措。
数字乡村建设特别关注到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和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乡村的广泛
运用，将乡村发展方式与新经济的增长动能相结合，
通过数字化革命改造传统乡村，成为促进乡村振兴、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
2.1 数字乡村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结合国际农业科技前沿趋势，从我国近期相关
政策密集出台的导向看，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迎来难
得的历史机遇。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顺应全
球农业新趋势、跨域城乡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
的需要，更是引领农业农村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
长动力、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对于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有积极作用。
自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战
略以来，数字乡村得到党中央高度关注，2019 年中
央一号文件将数字乡村战略作为成为壮大产业的重
要抓手，进一步突出数字化在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
的支撑作用。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物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开展
Table 2
文件名称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与此同时，国务院及农业农村
部等相继出台专项政策文件，包括《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纲要》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等，进一步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
技术体系和重大工程等，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
设计与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表 2）
。在政策指引下，
各地积极谋划与布局，许多省市都已经出台数字乡
村发展规划或指导意见，中国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之
路已经开启。
2.2 数字乡村建设基本架构
数字乡村建设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
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为依托，应用于生产、生
活、生态和治理等各个领域，是新时代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需求。
国家层面的数字乡村战略谋划在整体设计中全面突
出了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个领域，并且对基础数据
资源库、互联网基础设施等的数字环境建设也进行
了详细部署，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与世界农业发
展的前沿和关切点密切衔接，可以作为农业农村未
来长期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据中国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的主要任务，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框架如图 2
所示。
首先，数字乡村以健全和完善的数字环境为前
提，包括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和物联网

表 2 关于数字乡村的相关文件与措施
Policies and measures related to digital villages
发布部门

部分措施

发布时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加快农村
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

2018.01

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

农业农村部

着力在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等领域突破一批重大
基础理论问题

2018.0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系统建设、依托“互联网 +”
2019.02
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 2019.05
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等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
公室

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
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

2019.1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

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
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
域的应用。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2020.01

2020 年农业农村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要点

农业农村部

大力实施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深入推进农业数字化
转型，扎实推动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全面提升农
业农村信息化水平

2020.05

2020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

推进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
展、加强数字乡村发展的统筹协调等

2020.05

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
部等七部门

开展数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完善乡村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探索乡村数
字治理新模式

2020.0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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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架构
Fig. 2 Basic structur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为农村发展提供整体的数
字化、智慧化解决方案，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技
术集成应用与推广、资产资源信息管理和各类平台
支持等，形成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村庄智能感知层。
其次，数字乡村带来的技术普惠，渗透于社会
经济发展各个领域，通过数字产品的广泛应用，农
村居民可以充分享受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
理 [22] 等各方面的红利，并随时结合个性化体验和
实际需要，借助网络、平台等数字载体，向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村集体等数字建设投资与运营主
体反馈用户需求。
第三，政府、企业和各类组织等建立协作共建
机制，负责数字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运营和维护等，
并积极引入社会主体，扩大参与合作的领域。这些
主体通过发挥集体决策的优势，根据村民的需求反
馈，不断完善数字环境，提高解决方案的时效性和
精准性。
最后，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健全，数字产品
应用和普及水平提高，以及各方互动机制的强化，
村庄数据连通、要素连通和主体连通的格局进一步
优化，将形成利益相关方与村民共建共享的氛围，
数字乡村展现为自我循环、自我感知和自我完善的
持续运行系统。
在数字乡村建设架构中，数字经济是非常重要

的建设内容。特别是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方
式和动力都正发生着转变，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结
合科技前沿，借助乡村数字经济来重塑增长动力，
补齐发展短板，
在农村地区发动“数字革命”
。因此，
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将不
仅有利于培育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拓展农民就业创
业新渠道，对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和推动数字红利
普惠而言，也都有重要的意义。

3 乡村数字经济的指标设计
3.1 乡村数字经济的内涵
2019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首次提出“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2020 年
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要点》
）又提
到“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
。虽然两者表述不同，
但内容大致接近，均涉及大数据平台建设、农业数
字化转型、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等方面。同时多地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有关政策中，均提出推进乡村数
字经济的相关举措，加速了大数据、智能装备和人
工智能等在农业农村地区的应用步伐。
伴随乡村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初级形态正萌
发于乡村现代种养业、农产品流通业、乡村文化产
业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如设施农业、畜禽水产
养殖等现代种养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农业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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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涌现了生猪、
苹果、茶叶和柑橘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模
式。又如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数字化实践中，东部
沿海地区出现村级电子商务带动下的若干产业集
群，为带动农民转移就业提供了灵活岗位 ；此外，
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文娱等新兴服务业态向农村
地区加快渗透，多产业交叉特征更加明显，不同产
业类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总体而言，乡村数字经
济源于数字经济理念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充分展现
于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乡村实践中，政策关注与实践
推动为阐释乡村数字经济的内涵提供了现实依据。
乡村数字经济对应于数字乡村的经济属性，直
接反映数字乡村建设绩效。乡村数字经济是以农村
现代信息网络为基础，以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力，将数字化
的技术、人力、信息、知识和管理等作为生产要素
投入乡村一二三产业中，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替代、
组合与改造等创新形式，优化资源配置与加快产业
融合，提高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激活以数字
化为特征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从而实现农业农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明确乡村数字经济的
内涵，把握乡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特征、表现与
问题，需注意四个方面内容 ：
一是从产生条件来看，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叠加，带来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其应用范围由工
业、服务业拓展至农业，由城市普及至农村，为传
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数字化手段，于是，乡村数
字经济萌发于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农村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农业数字化是乡村数字经济的雏形。
二是从表现形式方面，乡村数字经济不仅表现
为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也包括乡村范畴内数字
技术应用下产生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态，以及农村
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形态（如农业个性化服务、农业
智能装备制造、乡村数字文创等）
，还涉及未来可
能出现在农村地区的多种数字经济新形态，由农业
数字化和乡村数字产业化两个部分构成，内涵极为
丰富。
三是从发展阶段来看，乡村数字经济表明农村
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数字化阶段。这种经济状态以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数字环境的完善为前提，体现数
字化的生产要素资源在生产、经营、服务等产业链
中投入不断增加，是广义的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
进一步融合。就这点来看，乡村数字经济的出现，
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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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从规律演变来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过程
必然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即以数字技术
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层开发为基础，伴
随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产业融合与演化，众筹农业、
电子商务和智慧旅游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农业数
字化和乡村数字产业化同步推进，带动农业农村经
济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3.2 乡村数字经济指标设计的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代表前所未有的复杂经济形态，内涵
极其丰富和广泛，用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数字经
济的发展水平，在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现有
研究往往采取指标化方法进行考量。国外针对数字
经济的指标测度，大多重点关注了基础环境、行业
应用、产业发展和服务创新等指标。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欧盟建立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
，用于
刻画欧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该指数由宽带接
入、人力资本、互联网应用、数字技术融入和数字
化公共服务程度等 5 个方面的指标组成。OECD 围
绕投资智能化基础设施、赋权社会、创新能力、经
济增长与就业等方面构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字
经济指标体系 [23-25]。
近年来国内相关机构开始了数字经济测度和评
价研究，针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评价，阿里研究院
在发布的《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提出数
字基础设施、数字公共服务、数字产业生态、数字
科研和数字消费者等 5 项指标，对全球 150 个国家
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认为由劳
动力红利到数字消费红利的转变，是中低收入国家
和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途径。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8 年》主要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对 47 个国
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各国数字经
济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
成部分。无论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还是规模来看，
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而言，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构建了涵盖基础指标、产业指标、融合指标和环境
指标等 4 个一级指标。财新智库《中国数字经济指
数 2019》构建了包括产业指数、溢出指数、融合指
数和基础设施指数 4 项。这些指数均是衡量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结论一致的是，从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指数评价结果来看，广东、北京、
江苏、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五名。
就 农 业 农 村 而 言， 国 内 部 分 专 项 规 划，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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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
《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等有关文件，
都关注到了基础环境、行业应用和产出效益等方面
的指标。国内针对数字乡村、智慧乡村等开展指标
体系的研究不多，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通过构建 7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指
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张鸿等 [17] 构建了包含数字
乡村宏观环境、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支持、数字乡村
信息环境、数字乡村政务环境和数字乡村应用环境
5 个一级指标和 29 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数字乡村发展
就绪度指标评价体系。常倩和李瑾 [26] 通过汇总国
内关于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评价的代
表性指标体系，构建了包含能力类指标和成效类指
标的智慧乡村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 9 个一
级指标、31 个二级指标构成，上述有关规制和学界
研究都为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设计提供了参考。
3.3 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设计与构建
为明确乡村数字经济内涵所表现的具体内容，
本文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乡村
数字经济的内涵，从数字化的生产要素投入和积累，
到农业数字化和乡村数字产业化水平的提升，构建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指
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有四点 ：一是科学性。参考国内
外测度数字经济采用的指标体系，突出数字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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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应用、创新和服务等重点内容，同时以《纲要》
《要点》等国内有关政策和规划为指导，进行指标
设计。二是全面性。既体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等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又反映数字技术在经济
发展中的全面应用，包括产业、就业、生活和消费
等方面的经济效益。三是指导性。根据乡村数字经
济内涵，在把握数字乡村的规律与趋势基础上，总
结发展经验并提炼乡村数字经济的关键特征，力求
使该指标体成为各地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评价的指引。
四是可行性。根据各地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基
于典型代表的指标，尽可能筛选较容易收集和广泛
接受的指标，更加便于开展乡村数字经济的考核与
评价工作。
乡村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见图 3，一
方面，从上述提到的国外数字经济相关指标体系来
看，大部分一级指标可归纳为基础环境、技术应用、
经济产出和赋能服务等几个层面，从投入角度，如
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中的人力资本、
技术应用等指标，从产出角度，如 OECD 数字经济
指标体系中赋权社会、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与就
业等指标。另一方面，从新经济、新产业的角度，
国内相关研究在评价智慧城市 [27]、智慧产业 [28] 等
发展水平时，也都有采用投入产出的框架，这些都
为理解乡村数字经济指标设计中采用投入产出视角
的原因提供了佐证。立足投入产出视角设计乡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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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指标，通过整合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的内容，揭示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农业数字
化和乡村数字产业化表现，将基础环境支撑能力纳
入，确立数字投入到数字效益间的联系，并充分体
现数字赋能的服务价值与动态逻辑。
首先，数字环境是形成数字经济的必要条件，
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9]。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是 4G/5G 网络、互联网、
手机终端等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应用，为衡量乡村数
字经济的基础环境和支撑条件，数字环境一级指标，
涵盖互联网普及率、智能手机普及率、光纤用户占
比和村庄数字化水平等 4 项二级指标。我国乡村的
数字环境日益改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由 2010 年末的 18.5%
提高至 2020 年初的 46.2%。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行政村通光
纤比例已提升至 96%，4G 网络覆盖率达 95%，农
村宽带接入户达 1.17 亿户。另《中国数字乡村发展
报告（2019）
》指出，截至 2019 年 8 月，全国建成
村级益农信息社 29 万个，
覆盖全国近一半的行政村。
其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
核心内容，在农村地区主要表现为涉农产业链中数
字技术的贡献，也包括乡村物联网、大数据和电子
商务等数字化新兴业态的规模。按照投入产出的经
济分析方法，形成数字投入和数字效益 2 项一级指
标，反映数字经济中乡村各产业间的直接与间接联
系。其中，数字投入主要测度数字技术、智能设备
和数字人才等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应用和投入规模，
该项指标主要体现要素投入对乡村数字经济的支撑
水平。数字投入一级指标，涵盖生产数字化应用水
平、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应用、数字化专业人才数量
和数字技术的资金投入等 4 项二级指标。从数字投
入情况来看，早在“十三五”初期，国家物联网应
用示范工程就已在全国范围内总结推广了 426 项节
本增效农业物联网软硬件产品、技术和模式。农产
品流通环节，重点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正在
推进，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开始推广。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2019 全国
县域数字农业发展水平评价》
，2018 年实现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的农产品交易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
10.7%。
第三，数字效益指是乡村数字经济产出水平的
直接体现，指数字技术向生产、加工、流通和市场
等农业全产业链加快渗透过程中，农业产出、产品
销售和就业带动等所体现的经济社会效益。数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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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级指标，涵盖数字经济比重、数字化从业者劳
动生产率、产品网络零售额比重和数字经济带动就
业人员数量等 4 项二级指标。我国数字效益潜力巨
大。艾瑞咨询研究院《2019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研
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AI）+ 农
业”领域的市场规模为 1.9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达
到 15.7 亿元，农业数字化发展势头强劲。电子商务
成为农村地区新产业新业态的亮点。根据商务部统
计分析，2018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2 305 亿
元，同比增长 33.8%。
最后，基于数字赋能的服务价值体现，为透视
数字经济促进增长的潜力 [30-31]，引入数字服务一级
指标，数字服务体现数字技术应用下的产业转型和
升级过程中，带来价值、产品和消费等的变化。如
数字化消费显著激发市场消费潜力，驱动数字经济
发展。因此，数字服务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重要体现，能够反映数字技术推动创新和共享
的能力。数字服务一级指标，涵盖数字化服务主体
增量、乡村服务业的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化服务产
品渗透率、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水平等 4 项二
级指标。就数字服务而言，旅游、康养、教育和医
疗等产品的在线化为驱动数字经济提供广阔发展空
间。同时，线上多元化、社交化和移动化的消费形
式，可以有效满足农村居民个性化需求。根据商务
部统计，2019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7 万亿元，
6 年扩大 8.4 倍。农村网络消费能力提升成为激活
数字服务潜力的重要引擎。
综上，本文设计和构建出涵盖数字环境、数字
投入、数字效益和数字服务等 4 项一级指标、16 项
二级指标的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表 3）
。需说明
的是，指标研究对象所指农村地区不仅包括行政村，
也涉及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主体，或以户籍所
在地为农村的人口为主体的街道、乡镇等。该指标
体系在具体应用中，要结合考核或者评价对象的发
展需求、阶段和目标等，因地制宜围绕一级指标框
架进行二级指标的适度调整和取舍，形成契合实际
的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例如在互联网普及率相
对较低，网络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的地区，应更多
关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健全，提高各方对于数字化
的认识。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农区和垦区，应
关注农业数字化的集成和规模应用，加快数字技术
对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改造。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地区，应关注数字化赋能带来的新业态发展及数
字服务产品推广，提高数字驱动经济发展能力。特
别是对于部分有特色的乡镇，如电商专业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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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一级指标

数字环境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解释
农村地区网民数量占地区常住人口百分比

智能手机普及率

农村地区智能手机使用人数占地区常住人口百分比

光纤用户占比

农村地区通光纤户数占地区常住总户数的百分比

村庄数字化水平

数字投入

数字效益

数字服务

表 3 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digital economy

互联网普及率 a, b

生产数字化应用水平

9

通过各类平台和站点等开展信息采集和大数据服务的行政村占比
a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行业中的数字技术应用规模（以种植面积、养殖头只、水面面积等
表示）占比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应用 c

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农产品交易额占比

数字化专业人才数量

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相关数字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数字技术的资金投入

农村地区涉农经营主体对数字技术研发及产品服务购买等投入占总投资的百分比

数字经济比重 b

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数字化从业者劳动生产率

应用数字技术的单位农业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农业增加值）

产品网络零售额比重 a, b

农村地区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地区产品总交易额的百分比

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员数量

应用数字技术的农业部门，以及农村电商、农业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带动的从业人员数量

数字化服务主体增量

农村地区应用数字技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达到一定规模）年均增长率

乡村服务业的数字经济规模

农村地区应用数字技术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村地区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数字化服务产品渗透率

农村地区应用在线医疗、教育、保险等数字化服务产品的户数占地区常住总户数的百分比

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使用智能设备、软件等各类生活类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占比

注 ：表中数字技术指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a）指标参考《
“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规划》设定 ；b）指标参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设定 ；c）指标参考《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
设定。

旅游示范村等，需要突出数字经济的多元化与可持
续性，并对应完善考评机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将数字乡村与数字经济理念紧密关联，
基于中国特色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属性，提出了乡
村数字经济的内涵，对乡村数字经济的产生条件、
结构、阶段和规律等方面进行归纳。进一步在指标
设计中基于投入产出总体框架，结合产业数字化和
数字产业化的数字经济构成，构建出包括数字环境、
数字投入、数字效益和数字服务等 4 项一级指标、
16 项二级指标在内的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其中
数字环境衡量乡村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条件，数字
投入测度农业产业链中的数字化要素应用和投入规
模，数字效益直接体现乡村数字经济产出水平，数
字服务透视数字技术推动创新和共享能力。该指标
体系的建立，契合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评价的指标
设计思路，充分体现了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前
沿。不仅能够推动数字经济在产业领域应用方面考
核评价的探索，对于信息化形势下规范乡村数字经
济发展导向也有积极意义。
4.2 建议
结合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内涵，针对乡村数字
经济指标体系中不同层级的核心指标与重点环节，
提出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升级的五点建议。
1）将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作为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的重要抓手，抓紧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乡村数字经
济指导方案，分阶段、分步骤有序推进。对于已成
熟的顶层设计要优先安排，如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
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等。围绕不同地区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并积极
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合作。
2）改善乡村数字环境。加快农村网络提速降
费和 5G 网络升级，推进乡村新基建。加大对于中
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建设、使用和维护等
投入力度。建立农村资源资产大数据管理平台，发
挥大数据资源对于农情监测、市场预警、处理等领
域的重要作用，完善数据的共享和监管机制。
3）加快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向
全产业链、全品种渗透。以生产、流通、管理和服
务等领域的数字技术需求为导向，培育数据运营、软
件开发、设备维护等乡村数字技术配套和关联产业。
4）重视数字人才培育。围绕数字技术出台专
项人才支持计划，针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服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率先在地方高校、职业院
校中设立专门课程和专业，鼓励科研院所、培训机
构和电商企业等探索联合办学模式，进行相关人才
的资格认证。
5）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村集体、社
会化服务组织、企业、合作社和供销社等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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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信息推广和传播体系，重点发挥种植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
作用，强化对于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认识，扩大
信息传播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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