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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现状、问题及改进
◎鲍曙光 冯兴元
「摘要」农业基础设施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年上升，投融资模式不断
创新，形成了产业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以及地方专项债等多种模式。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仍面临稳
定现金流和比较收益不足、缺乏合格承贷主体、政府支持引导力度不足、资金投入机制和全过程管理机制有待优
化等问题。因而，需要基于产业链和空间布局强化农业基础设施规划，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
发展土地资源化资金，推进财政资金管理机制改革，积极探索专项债、PPP 模式等模式，探索农业存量资产的资
产证券化，构建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市场、交易机制以及融资增信机制。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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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分析

长的重要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土地、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和管理等，其中资本的积累是影响经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到 2025 年，农业农村现

济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

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可

提是提高资本积累率。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资本的重要组

见，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

成部分，属于农业资本存量。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

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对农业经济发展和

的关键在于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其包含现代物质资本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基础

（舒尔茨，2006）
，而农业基础设施无疑是最重要的现代物

设施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基

质资本。同时，
农业基础设施也属于社会先行资本
（Rodan，

础设施的总称。高标准农田、农机装备、粮食仓储加工等

1943 ；Rostow，1960）
，具有基础性和先行性的特征，直接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补齐农业发展

影响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超前于

短板、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

农业发展需要，从而成为农业及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和支

要举措。

撑。

“十三五”时期以来，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显著，

农业基础设施属于资本，其对经济发展乃至农业农村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2010 年到 2019 年，我国农业机械

现代化的影响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资本异质性角

总动力从 92780.5 万千瓦增长到 102758.3 万千瓦，耕地灌

度看，资本结构不同决定了资本效率不同，进而影响了经

溉面积从 60348 千公顷增长到 68679 千公顷。到 2020 年，高

济发展。农业基础设施体现了资本投入，但其投向哪一领

标准农田面积已达 8 亿亩，到 2022 年，高标准农田面积则

域和方向，支持什么对象，都会影响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

会达到 10 亿亩。然而，相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农业

增长效应，这就涉及到农业基础设施的布局和投向问题。

基础设施投入仍然不够，资金保障不足、管理不完善等问

农业基础设施是一种社会先行资本，因而必须投向于制约

题仍然存在，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农村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瓶颈和关键环节。在新的发展时期，国

代化的推进。

家一直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起到了更

从经济增长视角看，农业基础设施是影响农业经济增

为突出的作用，其需要在绿色生态、粮食安全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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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发展质

保障农业经营收入等多重目标，需要发挥村集体、农户和

量。可以说，农业基础设施要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它对

农业经营主体的共同作用，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实

调节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多功能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践证明，政府的单方面投入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基

二是资本发挥有效作用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农业
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也需要相应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在

础设施问题。因而，要推动形成新的政府市场及社会关系，
创新农业基础设施治理结构，实现多元参与。

特定制度环境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过程中，各参
与主体互动和博弈形成特定治理结构，直接决定了农业基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情况

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效率，反过来农业基础设施中的低效
率可能体现了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不适配。在制度环境

（一）总体投资情况

方面，农村要素市场和农业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基础设施

本部分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农业基础设施

投资和建设影响显著，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和产权改革相对

投资衡量指标，其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缓慢也是制约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主要制度因素。

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在治理结构方面，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及农户之间力

规模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2749.9亿元增加到2019年内的

量不平衡，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中种种问题的根源。

27862.5亿元，增长了10.1倍，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从增速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带有公共品属

看，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波动较为显著，

性，因而农业基础设施直接反映了政府市场及社会关系。

但长期保持 15%以上的高增长速度，年均保持 20.9%的高

农业基础设施会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产生显著影响，能够

速增长，只是近两三年增速有所下降。同时，农林牧渔业

降低农业经营成本，并改善生态环
境，保障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
有明显的外部性。从政府市场关系
看，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存
在市场失灵，其低收益、高风险和
高投资等特点都迫切需要通过公共
投资弥补市场失灵，同时也要通过
农业产权制度改革等吸引市场主体
参与。从政府社会关系看，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保障粮食产能和国
家粮食安全、降低农业经营成本和
表 1：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分领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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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2011

34.23%

13.05%

25.67%

5.44%

21.60%

2012

36.45%

11.52%

25.61%

5.90%

20.52%

2014

36.97%

10.93%

27.82%

5.26%

19.01%

2015

41.18%

10.32%

25.47%

4.67%

18.36%

2016

44.93%

9.55%

23.47%

4.76%

17.28%

2017

48.03%

9.02%

22.86%

4.89%

15.20%

2018

49.35%

8.19%

22.73%

5.20%

14.68%

2019

49.79%

8.00%

21.76%

5.98%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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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达到 1 万 3 千多亿元，农林牧

表 2：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注册类型情况
国有投资占比

民间投资占比

港澳台投资占比

外商投资占比

2011

42.48%

55.90%

0.79%

0.83%

2012

37.57%

61.11%

0.56%

0.76%

看，根据表1，虽然各分项投资都不

2013

33.61%

65.26%

0.48%

0.65%

断上升，但农业投资比重上升明显，

2014

31.23%

67.76%

0.43%

0.58%

2015

28.33%

70.66%

0.42%

0.58%

2016

28.73%

70.67%

0.40%

0.19%

2017

25.95%

73.56%

0.30%

0.18%

2018

23.62%

75.74%

0.46%

0.18%

2019

22.94%

76.66%

0.20%

0.20%

渔服务业则达到4千多亿元。从趋势

从2011年的34.23%上升到2018年的
49.35%，近乎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
一半。而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
牧渔服务业的比重均有所下降。
从 注 册 类 型 看， 我 国 农 林 牧
渔业固定资产中，民间投资占比最
高，且不断上升。根据表 2 显示，
从 2011 年的 55.90% 上升到 2017 年的
73.56%，体现出民间投资规模不断
上升，对农林牧渔业资金投入力度
不断加大。相应的国有投资占比则
从 2011 年的 42.48% 下降到 2019 年的
22.94%。港澳台和外商投资比例相
对较小。总体看，国有投资绝对规
模上升，但相对规模下降。这是由
于我国民间投资大幅增长，投资领
域越来越宽，其在农林牧渔业发展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需要通
过各种方式进一步引导和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
（二）财政资金投入情况
农业综合开发是中央政府为改
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推进农业和
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设立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近些年长期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专项资金对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活动。从图 2 可

增速，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推动资本要素流入农村，缩

以看出，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资金规模呈先上升后下降

小城乡差距。具体见表1。

的趋势，其从 1990 年开始逐步上升，2015 年达到最高峰，

从投资领域看，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中农业和畜

为 795.44 亿元，此后逐步下降到 2017 年的 671.74 亿元。从

牧业是投资重点，其比重分别超过40%和20%，农林牧渔服

增速看，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增速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近两

务业次之，林业和渔业占比最小。其中，农业投资规模到

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到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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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7 年分省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省份

资金投入（万元）

资金投入占全国投入比重

中央财政资金占比

地方财政占比

自筹资金占比

北京

47298.16

0.72%

26.60%

53.19%

20.21%

天津

81984.75

1.24%

23.93%

47.87%

28.20%

河北

315813.22

4.79%

64.24%

25.70%

10.06%

山西

147663.46

2.24%

56.58%

28.29%

15.12%

内蒙古

342057.51

5.19%

65.31%

26.13%

8.56%

辽宁

262327.3

3.98%

64.07%

32.04%

3.89%

吉林

283546.8

4.30%

62.60%

25.04%

12.36%

黑龙江

588281.44

8.92%

41.76%

16.70%

41.54%

上海

46216.16

0.70%

23.21%

46.41%

30.38%

江苏

339363.79

5.15%

49.11%

49.11%

1.79%

浙江

187270.02

2.84%

39.86%

39.86%

20.28%

安徽

273318.5

4.15%

65.32%

26.13%

8.55%

福建

116876.12

1.77%

57.73%

34.64%

7.63%

江西

241562.87

3.66%

58.10%

23.24%

18.66%

山东

316971.4

4.81%

60.68%

24.27%

15.05%

河南

356439.5

5.41%

65.30%

26.12%

8.57%

湖北

282138.8

4.28%

60.78%

24.31%

14.69%

湖南

289679.93

4.39%

61.15%

24.46%

14.39%

广东

130625.68

1.98%

45.39%

45.39%

9.21%

广西

151728.08

2.30%

58.65%

29.32%

11.94%

海南

74860.73

1.14%

63.76%

25.50%

10.74%

四川

262992.87

3.99%

64.82%

25.93%

9.25%

重庆

149378.37

2.27%

54.97%

32.98%

12.06%

云南

173749.11

2.64%

58.46%

29.23%

12.31%

西藏

63258.18

0.96%

70.31%

21.09%

8.59%

贵州

141088.81

2.14%

56.93%

22.77%

20.29%

陕西

171211.62

2.60%

58.63%

29.31%

12.06%

甘肃

125431.01

1.90%

67.09%

26.83%

5.28%

青海

86141.74

1.31%

60.16%

24.06%

15.78%

宁夏

108272.09

1.64%

52.31%

20.92%

16.38%

新疆

180170.62

2.73%

54.99%

21.99%

23.02%

新疆兵团

104441.71

1.58%

82.34%

0.00%

17.66%

黑龙江农垦

140984.88

2.14%

82.28%

8.23%

9.49%

广东农垦

9920.71

0.15%

80.64%

0.00%

19.36%

从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来源看，中央财政资金所占比最
高，到2017 年，其比重已达到57.46%，超过总资金的一半。

6

比重较低，体现出农业综合改革资金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考
虑地方财力情况。具体如表3所示。

地方财政资金所占比重则有所波动，但总体比重变化不大，

（三）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情况

1988 占比为 20.93%，2000 年为 29%，2017 年则为 27.70%。

近些年，政府逐步探索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创新，形

自筹资金比重在 2010 年前波动显著，但 2010 年后，比重迅

成了产业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以及地方专项

速下降，从 36.17% 下降到2017年的14.65%。具体见图3。

债等多种模式，有效推动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将农

从分省资金分配情况看，粮食主产区等主要农业省份

业、林业、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四部分定义为

支出规模相对较大，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从资金结构看，

涉农PPP 项目。根据图4，截至2021 年4月，全国PPP 项目

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相对较高，中央财政所占

累计投资额达到195857.06亿元，其中涉农PPP 项目累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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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以看出，我国涉农PPP 项目
投资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
从 2010 年 的 26.66 亿 元 增 长 到 2017
年的 7411.36 亿元，此后涉农 PPP 项
目投资额有所下降，到 2020 年达到
2448.88 亿元。从项目落地率来看，
涉农PPP 项目整体较为稳定，平均
落地率为 74.88%，略高于PPP 项目
73.32% 的平均落地率。从发展趋势
看，近两年，涉农PPP 项目落地率
有显著下降的趋势，体现出在各种
风险凸显和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情
况下，涉农PPP 项目的实施难度也
有所增大。
分地区来看，根据图 6，河南、
湖北、贵州、云南和山东的涉农 PPP
项目投资额较大，青海、甘肃、黑
龙江和宁夏的投资规模相对较低。
从落地率看，除个别省份外，大部
分省份项目落地率在50% 以上。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问
题
（一）农业基础设施缺乏稳定
现金流，产权改革滞后，缺乏比较
收益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大、
收益低。要么基本没有经营性收入，
要么虽有一定农业经营收入，但收
入较低，都很难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资额为 22188.81 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 11.33%，全国PPP

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相对不足。同时，农业基础

项目累计项目数为13496项，其中涉农PPP 项目有 2126项，

设施投资普遍规模较大，期限相对较长，直接效益低，风

占全部项目数的 15.75%。涉农 PPP 项目投资额超过 2 万亿

险系数较高，与城市或者工商业项目相比，缺乏比较收益，

元，有效支撑了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见图4）
。

难以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在相当长时间内，农业基

分年度涉农 PPP 项目投资额及项目落地率如图 5 所

础设施都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缺乏投入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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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

不完善，资金来源单一，风险保障力度有限，风险补偿

第二，农业基础设施产权不清晰，抵押贷款机制不完

缺少法律“硬约束”，部分地区补偿资金落实不到位，过

善。农田基础设施的运营机制、
产权归属、
经营模式不清晰，

于依赖财政资金。这也是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积极性的重

在管理上涉及的部门多、牵涉面广，管理主体及其职责不

要因素。

明确，导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缺乏合格的承贷主体。

（四）资金投入机制有待于优化

同时，农村抵押担保市场、产权交易流转市场还没有完全

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地

建立，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缺乏有效的贷款抵押资

区差异，但政策并未充分考虑。浙江等省份已经面临无基

质，农业设施产权抵押贷款改革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

本农田可建的情况，但中西部地区仍有大量基本农田需要

农业设施颁证赋权和产权价值评估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激

改造。同时，不同地貌或耕地地力等级提升难易程度不同

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积极性。

的农业基础设施在建设内容和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当前

（二）新型经营主体不强，项目建设缺乏合格承贷主体

投入政策并未充分考虑这些地区差异性，投资补助标准等

政府一直在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地方

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差异化设计。

和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总体看，合格的新型

二是财政资金仍需进一步整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经营主体总体数量少、规模小，普遍缺乏承接高标准农田

资金和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分批分头下达，不方便统筹

建设的软硬件条件。同时，由于农户高度分散，集体行动

管理。中央预算内投资农田建设项目下达投资计划时，仅

能力较弱，交易成本过高，也很难成为政府投资的载体。

明确中央补助资金部分，地方各级缺乏资金配套依据，最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面临缺乏合格

终造成两类项目资金配套不同，进而影响地方申报的积极

承贷主体的问题，当前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更多是以试点

性。而农田建设项目落实到基层要统筹管理，都要按照高

形式推进，难以大面积推进。

标准农田建设统一要求做好相关工作，给基层项目管理和

（三）政府支持引导力度不足

资金配套落实带来诸多不便。这两个渠道资金的管理方式、

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近些年显著增加，投入标准

管理程序、绩效考核等不尽一致，给地方统筹开展高标准

偏低。随着物价水平上涨和农村劳动力工资的不断提高，

8

农田建设带来困难。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也随之上升。当前财政投资标准难以

三是资金配套压力较大，财力与事权不匹配。2019 年

满足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际需要，特别是 2010 年之前建设

财政部文件要求高标准农田建设遵从
“地方各级财政分担比

的高标准农田，投入和建设标准普遍较低，与高质量发展

例不低于 20%”规定，一些地方简单地认为达到 20% 即可，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相距较远。

个别地方出现财政亩均投入不升反降的情况。同时，高标

二是国家通过财政贴息、先建后补和以奖代补等方式

准农田建设任务重，需要配套资金较多的地方往往是粮食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但相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巨大的投资规

主产区，普遍财力薄弱，因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责任

模和较低的比较收益，财政支持力度有限，投入不足难以

与相对薄弱的财力形成
“倒挂”
，不利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充分调动社会和金融资本的积极性。而先建后补等方式，

建设。

对社会资本要求较高，真正能符合条件的新型经营主体相

四是无论是从财政投入还是PPP 项目看，对存量资

对较少，难以充分动员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

产项目运用不足。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创新，更多属

设。

于新建项目或增量项目，没有充分激发存量资产作用。
三是相应的增信机制建设不足，信贷担保和风险补

在PPP 项目中以BOT 等模式为主，没有充分利用O&M、

偿机制建设滞后。在产权抵押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

MC、TOT、ROT 等存量模式。需要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

信贷担保风险补偿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仍

充分利用盘活存量资产，吸引金融社会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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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基础设施全过程管理机制亟待健全
一些地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仍然存在设施产

农村投融资专题研究

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形成土地收益，用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三）推进财政资金管理机制改革

权不明、管护权责不清、缺乏配套的专项管护资金、管护

加强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建议整合涉及农业基础设

责任难落实等问题。农业基础设施后期维护管理机制有待

施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和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资

完善，影响设施的使用寿命和农业基础设施效益的持续发

金，同一事项统筹管理，补助资金统一下达，提高资金使

挥。同时，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损毁等投入难

用效率。从纵向看，要吸收地方实践经验，在中央层面整

以保障。上级明确中央资金可用于农田损毁等方面支出，

合支农资金，由上而下推进改革；从横向看，在整合资金的

但目前中央下达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按照新建高标准农田

同时，要同步整合相应支出责任和绩效评价体系，防止单

任务进行测算，并集中用于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无法满

纯资金整合导致的政策和部门冲突，增强资金整合政策的

足农田损毁修复方面的需求，给基层农田建设工作带来诸

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另外，要拓展支出范围。可将部分

多不利。另外，在开展农田建设的过程中，道路、沟渠等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后续维护、

设施建设涉及占用部分耕地，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处理费

管理以及损毁工程修复等，适当拓展支出范围，如高标准

用开支，导致一些项目因此无法开展。

农田建设资金可用于农田建设前期的必要政策处理
（占地及
清苗补偿）
。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改进

（四）积极探索专项债，继续探索 PPP 模式等社会资
本参与农业农村投入的合作模式

（一）基于产业链和空间布局，强化农业基础设施规
划

探索发行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专项债，提
高一般债和专项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比重。也可以考虑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明确投向和领域问题。要基

探索搭建农业融资平台，以现代农业产业园或特色小镇等

于农业全产业链及其薄弱环节和瓶颈，有针对性地编制相

项目发行专项债或探索PPP 模式。要加大对农业节水工程、

应的农业基础设施规划，将资金投向这些领域。从现有投

农业科技、高标准农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入领域看，国家对产中的基础设施投入最大，但对于产前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等领域PPP 项目的推广运用，同时加

产后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如农产品仓储和物流体系、

大乡村休闲旅游和现代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拓宽投

农产品
“最后一公里”等领域均是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

资领域。加强 PPP 项目管理，明确利益分配，合理分担项

建设的薄弱环节。同时，也要基于空间布局，进一步推动

目风险，创新回报机制，建立相对灵活的付费调价机制，

农业基础设施集聚，并以此带动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

并对社会资本进入 PPP 项目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补贴、

在宏观层面，农业基础设施要向粮食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

担保等，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区域倾斜；在中观层面，要向产粮大县倾斜；在微观层面，
要向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推动生产经营的规模化。
（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
发展土地资源化资金

强化项目统筹和整合。要探索对公益性、经营性项目
及现有资产进行合理打包。从目前看主要思路有：一是产
业开发项目，基于全产业链进行整合，统筹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与产业链开发及一体化经营，比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

盘活土地资源，建立统一的指标交易市场，推动资源

和适度规模经营、休闲和乡村旅游等相结合；二是基于区域

变资金，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统筹用

整体开发进行项目整合，统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土

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粮食产能交易收益，

地整理、特色小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
三是项目整合，

建立跨地区指标交易平台，并形成完善的交易制度。可以

包含纵向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行项目整合和横向同质项目整

考虑采用定期拍卖的方式出售指标，也可通过集体经营性

体打包，前者通过城乡项目捆绑，或通过城市项目补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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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项目，实现整体打包，后者则针对同质化的如供水等项

法，开展产权和资产评估，赋予担保抵押权能。搭建农业

目，构建新型农业投融资平台，以国企、投融资平台或市、

基础设施抵押融资平台，引导金融机构为新型经营主体发

县为单元进行整体打包，解决项目零散、贷款难等问题。

放产权融资抵押贷款。

（五）探索农业存量资产的资产证券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信贷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完善融资

选择相对优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探索农业存量资产的

增信机制。通过注入财政资本金，建立相应的信贷担保和

资产证券化。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环境保障

风险补偿机制。财政每年拨付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充实信

农村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资产证券化发展，以完善市场基

贷担保和风险补偿基金。依托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

础配套建设为目标，构建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完善二级

构，培育和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发展，形成

市场交易机制，提升产品流动性。建立专门供农村基础设

多元参与的融资担保体系，为融资提供担保和反担保服务，

施 PPP 项目资产支持证券使用的综合交易平台。

保障信贷担保机制的可持续发展。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

（六）构建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市场、交易机制
以及融资增信机制

和运作风险补偿机制，并细化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制度，
对基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引导鼓励社会性资金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市场和交易机制。

的注入。

探索包含
“颁证赋权、规范交易、产权评估、抵押融资”四
位一体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新模式。对设施农业及农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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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O Shu-guang FENG Xing-yuan
Abstract: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have innovated continuously and various
models have been formed, such as industrial fund,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cooperation (PPP) and local special debt. However,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unstable cash flow and comparative income, lack of qualified loan recipients,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guidance ss well as the capital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the process management mechanism which
needs to be optimized.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patial layout,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so as promoting land resources funds and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fu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urthermore, it is also can be done as actively exploring the special debt, PPP model,
exploring the asset securi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tock assets, and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property market, trading
mechanism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pu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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