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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做好新时期农业及农村工作进行了重要

部署，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明确要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全国各个地区都要迈入小康社会（赵

振华，2015）。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虽然近年来中国

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农村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实现到2020年农村居

民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的目标，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

小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

的小康，就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很明显，要实现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髓在于“全面”。这里所指的“全面”，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发展改革成果要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肖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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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换句话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含

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

域、生态文明领域“五位一体”的总目标（梅燕

京、张广昭，2015），是惠及广大城镇和农村

十几亿人口、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小康社会。

2015年，中国还有43.9%的人口常住在农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52.0%，人均消费支出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58.7%。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如何？到2020

年能否确保农村如期实现同步全面小康？实现

农村同步小康的短板和难点在哪？为全面理清

这些问题，需要采用综合指标体系，对中国农

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进行科学评估。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的选取与目标值的确定。早在 1996

年，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就共同制定下发了《全

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该标准由

收入分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

生活环境、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 6 个方面 16

个指标构成。之后，一些学者在此指标基础上

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周四军、

付卫红，2015）。2000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又

发布并修订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

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民主法制和资源环

境 6 个方面 19 个指标构成。由于全面小康目标

和任务的变化，2013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并发布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需

要指出的是，自 2010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已

经不再对农村小康的进程进行监测评估。

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

计监测指标体系》以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

化建设、人民生活和资源环境这5个方面作为

一级指标，其中包含39个二级指标。同时，统

计局设定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和目标

值，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测算小康社会的实现

程度。参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农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2013

年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

体系》，并结合目前中国“三农”发展状况以及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等政府文件的相关论述，我们构建了《农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由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政治民

主和农村环境这5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共包

含23个二级指标（见表1）。国家统计局对农

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监测评估截止到2009

年，因此，本报告选取的评价时段为2010年

至2014年。在评价中，我们采用简单平均的方

法，按照目标值测算2010年到2014年农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2010年到2014

年各指标数据的来源是：2011年至2015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本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目标值主要按以

下三种方式确定：第一，以国家统计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确定的目标

值为参照，主要包括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农

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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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均住房面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新农合

参合率、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

农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农村居民文教娱乐

消费支出比；第二，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值为参

照，包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农

业科学技术贡献率、脱贫率、农村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农业

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排放量；第

三，根据国际标准和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目标值

一、经济发展

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人 + 11838

2.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 % - 35

3.城镇化率 % + 60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 60

5.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 2

二、人民生活

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40

7.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 30

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农村为1 - 2.8

9.脱贫率 % - 100

1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 75

11.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 80

三、社会发展

12.新农合参合率 % + 95

13.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 12

14.每千农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人 + 1.95

15.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10.8

16.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 % + 16

17.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1/10万 - 20

四、政治民主 18.参选村村民参选率 % + 95

五、农村环境

19.农田地力等级 等 + 9

2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1 + 0.55

21.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万吨 - 771.68

22.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万吨 - 52.85

23.化肥施用量 千克/公顷 - 225

表1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注：①“+”代表正指标，“-”代表逆指标。
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③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各地区乡村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得出的估算数据，《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只更新到2013年，2014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过去4年平均增速推算的。
④基于2020年在现有标准下全面脱贫的目标，将2020年脱贫率的目标值设为100%；本报告中脱贫率是以2010年贫困人口作为基
数，各年份累计脱贫人口除以2010年贫困人口即为2010年至2014年的脱贫率，该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系按照2010
年贫困标准（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确定的贫困人口。
⑤农田地力等级中9等为中等地的最高值，基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9为目标值；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级，1~4级
为优等地，5～8级为高等地，9～12级为中等地，13~15级为低等地。
⑥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排放量是根据陈吉宁（2015）提出中国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只有再减少30%~50%，
环境质量才会明显改善，由此制定了减少30%的目标值。
⑦化肥施用量和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是根据国际标准制定的目标值。
⑧根据《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由2002年的0.44提高到2013年的0.52；到
2020年和2030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0.55和0.6以上，根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将农业灌溉用水有效
利用系数的目标值设为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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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的可行性确定目标值，包括农村地区孕

产妇死亡率、农田地力等级和化肥施用量。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测算方

法。在进行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

测算时，我们借鉴了国家统计局的方法，包括正

指标和逆指标的计算。周四军、付卫红（2015）

也采用此方法来测算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现程度。与此不同的是，在权重的处理方面，本

文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来计算农村全面小康社

会的实现程度。

第一步，计算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级

指标的实现程度。正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 i

i *
i

Xf X = 100%
X

×

其中， ( )if X 为第 i 个二级指标的实现程

度， iX 为指标实际值， *
iX 为指标目标值。

正指标共有14个，包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城镇化率、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率、农业劳

动生产率、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卫生厕所普及

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新农合参合率、每千

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文教

娱乐消费支出比、参选村村民参选率、农田地

力等级、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逆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 )
*
i

i
i

Xf X = 100%
X

×  

其中， ( )if X 为第 i 个二级指标的实现程

度， iX 为指标实际值， *
iX 为指标目标值。

逆指标共有10个，包括第一产业劳动力比

重、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贫困

发生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农村孕产妇死

亡率、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

排放量、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

第二步，计算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级

指标的实现程度。

( )
5

i
i=1

1

f X
F 100%

5
= ×
∑  

( )
11

6
2 6

i
i=

f X
F 100%= ×

∑

......

其中， iF 分别代表五个一级指标，包括经
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农

村环境。按照简单算术平均法，公式中分母是

每个一级指标中包含的二级指标个数。

第三步，计算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

体实现程度。

5

1

5

i
i=

F
F 100%= ×

∑

其中， F 为总体实现程度， F 越接近
100%，表明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

度越高。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实现程度

评价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实现程度逐

年提高。近年来，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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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顺利，总体实现程度从2010年的75.98%

提高到2014年的85.75%，提高了9.77个百分

点，平均每年提高2.44个百分点（见图1）。

从五个方面来看，经济发展指标实现程度提

高最多，从2010年的76.17%提高到2014年的

93.64%，提高了17.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

高4.37个百分点；其次是人民生活方面，人

民生活指标的实现程度从2010年的77.14%提

高到2014年的91.78%，提高了14.64个百分

点，平均每年提高3.66个百分点；再次是社会

发展方面，社会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从2010

年的67.58%提高到2014年的79.59%，提高

了12.0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00个百分

点；农村环境指标的实现程度提高较慢，从

2010年的73.65%提高到2014年的77.76%，提

高了4.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03个百分

点；由于数据的限制，政治民主方面只选取了

参选村村民参选率作为评价指标，该指标在大

选年度和小选年度会有一定波动，但波动幅度

不大，指标值从2010年的85.38%提高到2014

年的86.01%。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方面实现程度

差别较大。从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方面

一级指标的进程来看，2014年实现程度达到

90%以上的有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指标；政

治民主指标的实现程度超过了85%；社会发展

和农村环境指标的实现程度仍低于80%。从农

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来看，目前已

经走完超过五分之四的进程，其中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指标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政治民

主、社会发展和农村环境指标虽然都有进步，

但仍属于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经济

图1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社会发展             政治民主            小康总体进程             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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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与小康目标值差距最小，

仅相差6.36个百分点；其次是人民生活指标，

其实现程度与小康目标值相差8.22个百分点；

再次是政治民主指标，其实现程度与小康目标

值相差13.99个百分点；与小康目标值差距较

大的是社会发展和农村环境指标，分别相差

20.41个百分点和22.24个百分点。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实现程

度相差悬殊。从23项二级指标来看，不同指标

的实现程度相差悬殊。如表2所示，有13项指

标的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0%以上，其中6项

指标已经达到小康社会目标值；有3项指标

的实现程度在80%～90%之间；有3项指标

的实现程度在70%～80%之间；还有4项指

标的实现程度低于70%，其中，脱贫率指标低于

60%。实现程度低于80%的指标集中在农村环

境（3项）、社会发展（3项）和人民生活（1

项）这三个方面。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方面分指

标评价

经济发展五项指标进程最快，实现程度最

高。从五项指标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和

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提前达到小康标准；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现程度从2010年的50%

提高到2014年的83.56%，提高了33.56个百分

点；城镇化率的实现程度从2010年的82.83%

提高到2014年的91.28%，提高了8.45个百分

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现程度从2010

年的86.67%提高到2014年的93.33%，提高了

6.66个百分点（见图2）。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

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10年

的36.7%下降到2014年的29.5%；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在不断增长，从2010年的5919元/人

增加到2014年的9892元/人，尤其是农民工资

性收入增长较快，从2010年的2431.1元/人增

加到2014年的4152.2元/人；近年来，国家更

加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加大了对农业科研的投

入，鼓励农民科学种田，积极培养农村专业技

术人才，推广农业科技应用体系。随着农业科

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

增加，从2010年的1.32万元/人提高到2014年

的2.4万元/人，同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从

52%稳步提高到56%。因此，经济发展五项指

标进程最快，实现程度最高。

表2   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3项指标实现程度

实现程度 指标个数 指标名称

100% 6 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人均住房面
积、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新农合参合率

90%～99% 7 城镇化率、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地区
孕产妇死亡率、农田地力等级、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80%～90% 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参选村村民参选率

70%～80% 3 每千农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70%以下 4 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脱贫率、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化肥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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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六项指标进程较快，实现全面

脱贫的任务艰巨。人民生活主要体现在“衣、

食、住、行”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是

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恩

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

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从2010年到2014年农村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来看，中国农村居

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了小康标准。从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来看，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

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农村居民人均住

房面积早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超过30平方米

的小康值；2009年以来，国家把农村改厕纳

入到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从2010年的67.4%提高到2014年的

76.1%，超过了75%的小康标准值。自2010年

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为提

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和水质达标率，国家在

“十二五”期间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国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逐年提高，到2014年已达到

79%，离小康标准仅差1个百分点。这期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的小康实现程度从88.98%

提高到98.75%，提高了9.77个百分点。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比的小康实现程度则从2010年的

86.69%提高到2014年的94.28%，提高了7.59

个百分点。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在逐年缩小，随着中国经济

进入新常态，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将成为

一种长期的稳定趋势（魏后凯，2016）。根据

2020年在现有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我们将2010年的贫困人口作为基数，设置了

脱贫率，脱贫率从2010年的0提高到2014年的

57.64%，年均提高14.41个百分点。从2010年

图2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实现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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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4年，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中国

脱贫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

效，全国贫困人口从16567万人减少到7017万

人，4年间共减少9550万人，但距2020年实现

全面脱贫目标仍有42.36%的差距（见图3）。

总之，从人民生活方面六项指标的实现程度来

看，在现有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是2020年农

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任务。

社会发展六项指标实现程度差距较大，农

村教育和文教娱乐是薄弱环节。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在社会发展六项指标的小康实现程度

中，只有新农合参合率一项指标提前达到小康

标准。自2002年实施新农合以来，新农合在

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防止农民因病返

贫、因病致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10

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基本覆盖农村

居民，该指标提前达到小康标准。农村地区儿

童死亡率、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每千农村

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是衡量农村医疗卫生水平

的重要指标，从2010年到2014年，这三项指

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农村地区5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的小康实现程度从59.70%提高

到84.51%，提高了24.8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

孕产妇死亡率的小康实现程度从66.45%提高

到90.09%，提高了23.64个百分点；每千农

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的实现程度从67.69%

提高到77.44%，提高了9.75个百分点。农村

教育一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这期

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小康实现程度

从59.35%提高到61.11%，仅提高1.76个百分

点。此外，这期间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

出占总消费比重的实现程度从52.31%提高到

64.38%，提高了12.07个百分点，但实现程度

图3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指标实现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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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本身依旧不是很高（见图4）。因此，

从社会发展六项指标的小康实现程度来看，农

村教育和文教娱乐至今仍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薄弱环节。

政治民主指标有一定程度提高，任务仍十

分艰巨。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政治民主方面

仅选择参选村村民参选率一项指标。该指标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情

况。从2010年到2014年，该指标的实现程度

从85.38%提高到86.01%，提高了0.63个百分

点，其提高幅度非常有限（见图5）。总体上

来看，近年来该指标虽有一定程度提高，但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今后

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农村环境六项指标水平偏低，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任务艰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

选择农田地力等级、化肥施用量、灌溉用水效

率、农业源气体排放量作为衡量农村环境的主

要指标。201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

布了全国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成

果显示2014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7

等（国土资源部，2016）。鉴于农田地力等级

数据的稳定性，本报告从2010年到2014年均

采用9.97等作为农田地力等级数据。依据农业

部（2014）《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

报》：“到2020年，按照耕地基础地力平均提

高1个等级测算，可实现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1600亿斤以上”，本报告将农田地力等级9

等设为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值，因此该指标的实现程度为90.27%，在五

年内没有变化。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是

按照《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设定了0.55的目标值，从2010年到

2014年，该指标的实现程度从90.91%提高到

图4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发展指标实现程度比较

2014年较2010年提高（百分点）                2014年实现程度（%）                2010年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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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6%，提高了5.45个百分点，提高效果较

为显著。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农业源氨

氮排放量的小康目标值是根据“十三五”期间排

放总量削减30%来设定的，因此这两项指标

目前的实现程度都是70%。化肥施用量的小

康目标值是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线设定的。由

于近年来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长，该指标的

实现程度从2010年的65.00%下降到2014年的

62.08%，成为23个指标中唯一一个实现程度

下降的（见图6）。总体上看，目前农村环境

六项指标的实现程度均偏低，如何加大资金和

政策支持力度，全面改善农村环境，将是实现

农村同步小康的又一艰巨任务。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难点

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农村环境是农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按照前面选取的指标

测算，201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

度为75.98%，2014年为85.75%，这期间平均

每年提高2.4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推

进，到2020年中国农村完全可以总体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见表3）。当然，这

只是就全国农村的总体进程而言的，由于中国

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尤其

是贫困地区而言，到2020年要如期实现农村

同步小康的目标，还具有较大的难度，面临着

诸多困难。

从五大方面来看，2010年至2014年间，

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年均提高4.37个百分

点，按照这个速度推进，经济发展指标总体上

将在2016年提前达到小康标准；人民生活指

标的实现程度年均提高3.66个百分点，按照这

个速度推进，人民生活指标总体上将在2017

年提前达到小康标准；社会发展指标的实现

程度年均提高3.00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推

图5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民主指标实现程度比较

2014年较2010年提高（百分点）                 2014年实现程度（%）                2010年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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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2020年社会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将达到

97.59%；政治民主指标的实现程度按现有速

度推进，2020年将达到86.96%；农村环境指

标的实现程度按现有速度推进，2020年仅能

达到83.94%。由此可见，社会发展、政治民

主和农村环境指标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短板。

23项指标中有7项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难点所在。如果按照现有增长速度推算

2020年的实现程度，可以把23项评价指标分

为4个等级。其中，可以完全实现小康目标

的有15个指标，较易实现小康目标的有1个指

标，较难实现小康目标的有4个指标，很难实

现小康目标的有3个指标（见表4和表5）。

在经济发展方面，目前五项指标实现程

度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已经超过2020年达到

小康标准应有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随着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表3  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预测

指标 2010～2014年年均
实际增长速度（百分点）

按照现有增长速度
2020年的实现程度（%）

2020年达到小康标准应有的
增长速度（百分点）

总体进程 2.44 100.39 2.38

经济发展 4.37 119.83 1.06

人民生活 3.66 113.73 1.37
社会发展 3.00 97.59 3.40
政治民主 0.16 86.96 2.33
农村环境 1.03 83.94 3.71

图6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环境指标实现程度比较

2014年较2010年提高（百分点）          2014年实现程度（%）            2010年实现程度（%）

化肥施用量

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农田地力等级

农村环境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8   学术前沿   2016 . 09  下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高，这五项指标到2020年均可以完全实现小

康目标值。

在人民生活方面，如果按照现有的速度推

进，到2020年恩格尔系数、农村人均住房面

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脱贫率、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均可以完全实

现小康目标值。

在社会发展方面，如果按照现有的速度推

进，新农合参合率、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将可以完全实现小康

目标值；目前每千农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小

康实现程度的年均增长速度是2.44个百分点，

达到小康标准应实现年均增长3.76个百分点，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

医疗服务的投入力度，该指标属于较易实现小

康目标的指标；要达到小康目标，农村居民文

表4  2010～2014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3项指标实现程度预测

指标 2010～2014年年均实现程度
实际增长速度（百分点）

按照现有增长速度
2020年的实现程度（%）

2020年达到小康标准
应有的增长速度（百分点）

一、经济发展 4.37 119.83 1.06

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39 133.90 2.74 

2.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 1.16 106.95 0.00 

3.城镇化率 2.11 103.96 1.45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1.67 103.33 1.11 

5.农业劳动生产率 8.50 151.00 0.00 

二、人民生活 3.66 113.73 1.37

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0.67 104.01 0.00 

7.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0.00 100.00 0.00 

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 1.90 105.66 0.95 

9.脱贫率 14.41 144.10 7.06

1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2.53 115.20 0.00 

11.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2.44 113.41 0.21 

三、社会发展 3.00 97.59 3.13

12.新农合参合率 0.00 100.00 0.00 

13.农村地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6.20 121.72 2.58 

14.每千农村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2.44 92.05 3.76 

15.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0.44 63.75 6.78

16.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 3.02 82.47 5.94 

17.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5.91 125.56 1.65 

四、政治民主 0.16 86.96 2.33

18.参选村村民参选率 0.16 86.96 2.33

五、农村环境 1.03 83.94 3.71

19.农田地力等级 0 90.27 1.62

2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1.36 104.52 0.61

21.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2.93 87.58 5.00

22.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1.58 79.50 5.00

23.化肥施用量 -0.73 57.70 6.32



   SEP 2016    FRONTIERS   39

教娱乐消费支出比的实现程度年均增长速度要

从3.02个百分点提高到5.94个百分点，有一定

难度，属于较难实现的指标；农村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的实现程度年均增长速度要从0.44个

百分点提高到6.78个百分点，难度很大，是很

难实现小康目标的指标。

在政治民主方面，参选村村民参选率的

实现程度年均增长速度从0.16个百分点提高到

2.33个百分点，有一定难度，属于较难实现小

康目标的指标。

在农村环境方面，“十三五”期间，随着国

家加大对农业灌溉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灌溉

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在2020年是可以完全实现

小康目标的指标；从目前污染物排放状况来

看，综合治理农业源污染物排放将是“十三五”

期间的艰巨任务，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

农业源氨氮排放量在现有基础上减排30%属于

较难实现小康目标的指标；化肥施用量的实现

程度从年均下降0.73个百分点转变为年均提高

6.23个百分点，难度很大，属于很难实现的指

标；农田地力等级属于比较稳定的指标，其实

现程度要年均提高1.62个百分点，也属于很难

实现的指标。

综上所述，在23项二级指标中，农村居民

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比、参选村村民参选率、农

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农业源氨氮排放量、

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化肥施用量、农田

地力等级7项指标将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难点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张瑞娟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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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Progres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China's Rural Areas
Wei Houkai

Abstract: The rural area is the weak spot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chieving the goal of  
letting the rural areas enjoy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step with the cities by 2020 is of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here is no real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f  the rural areas are not included. In recent years, the overall realization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rural area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but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various indicators is very 
differ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 is the fastest and has been realized to the highest degree; the people's life indicator is 
relatively fast, with an arduous task of  comprehensive poverty reducti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 falls behind, with weak ru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indicator still need to 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dicator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and the task of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daunting.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letting the rural areas enjoy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step with the cities by 2020, soci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rural environment will be 
the weak links. In particular,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atio of  rural residents, villagers' vote 
participation ratio, emissions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ammonia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the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for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farmland fertility level all fall far behind as 
indicators, and are the difficulties for achieving moderate prosperity in the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