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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摇 本文是 2017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与企业家校友联谊会、中国农业大学

MBA 教育中心以及《农经》杂志社共同举办的“2018 中国农业发展新年论坛暨中国农业企业领袖论坛冶上的

主题报告,并经作者审定。

摇 摇 中国农业发展新年论坛每年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 2018 年的新年年会。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内容

非常丰富、非常重要。 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乡村振兴谈两点个人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为什

么中央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二想谈一谈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怎样实现农业农

村的现代化。

一、为什么中央此时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提出,要实现中国从

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党和政府、亿万人民一直在追求

的一个愿望。 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推进,我们也看到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很多深远的影

响。 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我们的城镇人口只占 17郾 9% ,到 2016 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

达到了 57郾 35% ,估计到 2017 年年底,40 年来的人口城镇化的比重提高了 40 百分点以上,这是一

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从农业农村来讲,毫无疑问,如果不是这些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有这么

多农民能够转移到二三产业、转移到城镇就业,农民的收入、农村的建设、农民的生活状况都不可能

得到这么大的改善。 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镇化可以说是推动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当然

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还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央要提出振兴乡村? 我想这完全是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做了深入的分析后得出的一个重大判断,也是今后中国发展中的重大战略。
十九大报告一共提出了七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其他六大战略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中央

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或多或少都提过,有的都耳熟能详,比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等这些都反

复提过,而唯独乡村振兴战略是第一次提出来。 它提出的背景就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正值处在中国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再过几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到 2035 年我们要实现基本现代

化,到 2050 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 所以在这个时点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实有它的特殊背景,这个

背景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去年是 13郾 8 亿人,到今年年底总人口大概会接

近 14 亿。 我刚才讲到,我们现在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7郾 35% ,2016 年有 7郾 9 亿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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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在城镇人口中,其中包括 2郾 2 亿户口在农村但是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半年的人。 但是按这个

口径计算,2016 年年底常住在农村的人还有接近 5郾 9 亿,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其
中农业人口的比重比较高。 我们要做一些设想,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也好,
还是实现基本现代化乃至建成现代化强国也好,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城乡分布大概是个什么格局?
很多专家都做过预测。 据我所知,中期的预测一般会做到 2030 年,普遍都认为,2030 年前后中国

的人口大概会达到 15 亿人。 我记得,大概十年前人口学家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测算下来,到
2030 年达不到 15 亿,大概 14 亿多一点。 但是最近已经实行二胎政策,所以人口的增长率又会有

所提高,按照这个算法大概到 2030 年总人口还是在 15 亿左右。 15 亿左右的总人口,那时候城镇

化率能达到多少? 据我了解,大概能达到 70% 。 因为我们“十三五冶规划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常
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要达到 60%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 。 按照这个测算,到 2030 年常住人口

的城镇化率达到 70%是一个普遍可以接收的比例。 70% 的城镇化率,也就意味着农村还占 30% ,
而 15 亿人的 30%是 4郾 5 亿。 可以设想,一个有着 4郾 5 亿人生活的地域,如果不把它建设好,不让生

活在那里的人能够获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那我们就对不起农民。 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讲,
农村一定要让它建设好,农业一定要让它更好地发展,这样才能促进整个中国现代化稳步地、有根

基地向前推进。
很多人都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是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但是问

题是中国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努力才能使得自己的人口基本上都实现现代化? 我想这将是一个很漫

长的过程。 2013 年的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召开的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话:“关
于人口的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冶这个讲话是公开发表的,我想“历史耐心冶还要

加上“足够的冶,可见它不会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在这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如果农村还存在着数量相当大的人口,那怎么可以让农村衰落? 怎么

可以让农村衰败? 我想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确实,对这个过程,我也听到过一些

议论,有些议论认为,既然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那么农村的衰败就将是一个不可挽回的

事实。 所以有人就认为农村衰败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规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
第一要讨论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它们那里的农村,我想当然不可能跟那里的城市相比,
但农村至少说不上是衰败。 所以现代化一定意味着乡村衰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二,即
使有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农村衰败,这也是它们的规律,不一定是中国的规律。 因为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超过 1 亿的巨国,一共有 11 个。 在这 11 个国家中,人口超过 1 亿并且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美国,3郾 2 亿多人,还不到我们的零头;一个是日本,1郾 2
亿多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 9% 。 不去谈论美国和日本的农村是不是衰败了,如果衰败了,那也

只是它们的规律,不是中国的规律。 而一个人口超过 10 亿的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以

后,城乡是个什么格局? 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我想这个规律世界还没有总

结出来,只能靠中国自己去探索和总结。 第三,如果到了 2030 年,我们城镇化率达到 70% ,农村还

有 4郾 5 亿人,再设想一下,如果到 2050 年城镇化率达到 80% ,农村还有 3 亿人,有这么大数量农村

人口的背景下,我想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农村衰败的,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面临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

定,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忽视农村,不能

忽视农业,不能忽视农民。 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在城镇和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村才真

正不会衰败。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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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这是个非常大的课题。 我想大家都多次读

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振兴乡村的这一段内容,我也反复读了多次。 这段文字可以

说不长,一共只有 420 多个字,9 句话,但是内容极其丰富。 我觉得这其中有两句话需要引起我们

的特别重视:第一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第二是要“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冶。 之

所以强调要特别重视,是因为我觉得,在党的重要文件上,党代会的报告中或者其他的重要文件中,
出现这两句话都是第一次。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这个话以前没有讲过,当然类似的话有讲到,比如要把解决好“三
农冶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它实际上体现了这个意思,这次报告中仍然强调了这个重点,
但是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这是第一次,而且我觉得这是观念上、认识上、工作部署上的

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 十九大报告通篇 3郾 2 万多字,其中战略讲了七个,“优先发展冶讲了三处,一
处是刚才讲的农业农村要坚持优先发展,还有一处讲的教育要优先发展,还有一处是要实行就业优

先战略。 但是我想教育优先、就业优先不仅仅适用于城市,同样适用于农村,农村也必须实行教育

优先、就业优先的战略。 所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显然是有它特定的含义在里面。
第二句话就是特别强调要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农业的现代化我们讲过多年,在改革

开放之前,周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就有农业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

一直在强调。 但是明确提出农村也要现代化,这可能也是第一次,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的

“农冶字,大家概括得好,叫“三农冶。 所以中国的农村,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农业的问题,更重要是

要解决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的福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农业现代化毫无疑问是以提高

效率为基本目标,因此农业的现代化一定是逐步减少在这个产业中就业的人口。 但是如果在这个

产业中就业的人口减下去了,而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一下子还进不去,那么农民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而如果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全面小康也好,基本现代化也好,现代化强国也

好,可能都是不够格的,含金量都是不足的。
所以这两句话值得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农村发展予以更加高度的重视。 要同时实现农

业农村的现代化,才能给生活在农村的几亿农民带来更大的福祉。
(一)如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关于农业的现代化,十九大报告里讲得非常完整,对一些重点方面都明确地提出了要求,我自

己理解至少提出了三方面大的要求。
1郾 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从整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来讲,明确提出了要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这个

话 2015 年总书记到吉林省考察时就讲过,但是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关于建立现代农业的三

个体系问题,我感觉到关注还不够。 比如现在讨论什么叫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什么叫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什么叫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央提出来是什么含义? 我自己也在冥思苦想,也在总结农民的经验,这三个

体系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足的,应当花大力气去研究。
我自己的理解,产业体系其实主要讲的是关于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 要建

立一个现代的农业产业体系,首先要考虑这个国家的农业自然资源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些农业的

自然资源能不能得到科学的、充分的、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形成农业内部各个部门的协调发展,
比如农林牧渔,我们现在的资源利用状况是不是真正能够促使农林牧渔各业比较协调、比较高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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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所以从大的结构来讲,资源会决定你的产业,我们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应当形成中

国农业的合理产业结构。 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结构是在不断调整的,也说明了我们已经意识到农

业的资源具有多样性,因此它存在着发展多种产业的可能性。
除了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农业的各个部门或者农业的各个产业,其实农业的产业体系还有一层

意思,就是农业的产业体系不能仅仅止步于田间地头,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有
更多的比重进入加工和营销。 所以农业的产业体系,我想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如何充分地、
科学地、合理地利用好农业资源,使得农业资源的利用能够各得其所,产生最大效率。 第二,如此众

多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如何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变化,让它进入加工、流通、储运等领域,而且这

些领域也必须现代化。 所以发展农业的产业体系,主要是,第一讲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讲产业链

的延长和产业链的增值。
那么什么叫农业的生产体系? 我自己的理解,生产体系其实主要讲的是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

从事生产。 现代农业应当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去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毫无疑问这里着重讲的是农业

的科技进步。 包括从良种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到使用的各种技术装备,一直到后面的加工营销,
都要从传统农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 我们的农业已经从完全依靠手工、依靠畜力更快地转向了

依靠机械、依靠科技进步。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现在是 56% ,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大

概是 65% 。 在小麦这个特定的产品当中,农业的全程机械化率已经突破了 90% ,高的地方甚至能

达到 95% 。 这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过程运用的手段和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就需要认真考虑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怎么使我们的农业生产手段和技术不断地现代化。 今天早晨看到一个

很受鼓舞的新闻,播报的是广西怎么样努力结合当地的实际去发展各种小型的山地机械,来实现山

区农业的现代化。 当地因为大量水果是种在山上,特别是柑橘,要把它种好不容易,收获的柑橘搬

到山下来也是个很艰苦的事情。 当地的农业技术部门研究开发出一种单轨的轨道车,收获的水果

装到筐里,通过轨道车一直运到山下,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 其实这个工程,单轨轨道车,大概二

三十年前日本、台湾就已经都在使用了,但我们却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开发利用。 现在广西用

上了,那个农村合作社负责人在电视里讲的几句话是很震撼的,他说同样的这些水果,如果没有这

个单轨车,要运下山来,一天要用 40 个人工,现在一个人就够了。 这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得了

的一件事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从这个角度,生产手段的变革是实现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所以讲生产体系,就是我们

从育种开始,从最基本的投入开始研究,一直到最后农产品出来,进行加工、增值,都采取了一些什

么样的现代的、不断进步的技术,这是农业的生产体系。
而农业的经营体系,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等这些要素,如何能让它优

化组合。 每一个要素都很好,但是不能把它们很好地组合起来的话,效率不会太高。 所以我们讲经

营体系,实际上是讲如何把这些已经开发出来、得到认可的资源也好、要素也好,能够让它优化组

合,形成一种现实的生产能力,投入生产、经营和运行。
坦率地说,两年多前看总书记在吉林的讲话的时候,我也有些发蒙:三个体系———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到底有什么区别? 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我觉得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应该认

真深入研究,我也希望农大的研究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多下一些功夫。 通过这个过程,我想实际上

就可以把社会上各种各样关注农业、热爱农业,愿意到农业领域来开发投资和工作的各方面人员都

组合起来,在产业结构优化上、在加工增值方面、在新技术新设备开发研究方面、在利用资金、技术

到农村去组合各种要素等方面,我觉得都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
2郾 健全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

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农业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要健全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 很多人都知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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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加入 WTO 之前,我国的农业说不上享受了国家多少的支持保护,那时还征收农业税,而国家

在资金上对农业的支持是很少的。 我看到有的专家做出的研究结果认为,2000 年以前中国的农业

支持保护是负的。 入世之后我们逐步取消了农业税,逐步实行了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政策,农业

支持保护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真正建立的时间不

足 20 年,还很缺乏经验,但是它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比如粮食生产,能够连续十几年增产

丰收,实际上和国家的支持保护政策是分不开的。
你有心要支持,但是方法如果不对,可能也会带来负效应。 比如我们的粮食产量从 2004 年以

来一直在增产,当然最高点是 2015 年,是连续 12 年增产,从 8 614 亿斤增长到 12 429 亿斤,增产幅

度非常大,12 年期间粮食年度产量提高了 3 800 多亿斤,平均每年增长 300 多亿斤。 这两年虽然有

所减产,但这是我们主动调控,都减得很有限,去年减了 104 亿斤,今年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增产了

33 亿斤,都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 这个和技术进步、农民努力都有关系,但是和国家对粮食收购的

定价机制也有关系。 很多同志都知道,2004 年以后我们出台了对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政

策,后来又有些品种纳入了临时收储价范围。 这个政策一开头是非常有成效的,2003 年底,当时粮

食产量是 8 614 亿斤,这个产量水平差不多已经回到 1990 年了,再不增产粮食供求就有问题了。
所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包括减免农业税、直接补贴农民,设立粮食最低价等等。 但是那

个时候政府的最低价是略低于市场价的,就是给农民一个托底的心里价格,让农民放心,尽管种,最
低它跌到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那由政府来收购,这样农民就放心踏实种了。 实际上,这个政策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的四年时间里,是基本没有启动的,因为市场价一直是比它略高,而且这四年中

政府也没有去调整提高最低价。 但是到了 2008 年不行了,因为我们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没有管控

好要素价格,土地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资金的价格都快速增长,到了 2008 年之后这个最低价就

托不住了,农民强烈要求政府提价。 于是从 2008 年到 2014 年,主要的粮食品种年年提价,无论是

最低价还是临储价。 提价对农民有好处,收入提高了,所以也带来了粮食的连年增产。
但是不断提高政府定价也有负作用。 第一,把价格提得比市场价还高,就成了市场最高价,于

是其他经营主体只好从市场退出,所以人们形容叫“政策市冶。 因为其他的市场化流通主体不敢

收,这么高的价格收来要购销倒挂,要赔本的,所以政府的粮食部门成了市场上唯一的买主。 农民

得到的不是市场给他的价格,而是市场价格加政府给他的补贴。 第二个后果就是,把市场的收购价

格提得这么高,于是出现了很多业内人士讲的———现在还存在的稻强米弱、麦强面弱。 就是做面包

的面粉价格已经高于面包价格了,那这面包怎么做? 所以很多加工企业也不得不关停并转。 第三,
价格不断提,总有一天会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为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入我国市场打开了大

门。 所以既要看到最低价、临储价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由于补贴不恰当,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所以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冶,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认真学习发达国

家通过什么方式补贴农业,因为对农业的补贴 WTO 规则是允许的,但又是有限制的。 正在进行的

东北的玉米定价机制和收售制度改革,提出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就是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又
不能亏待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完善各种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机制、补贴政策、收储制度,这是未

来发展现代农业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一段时间理论界在讨论有没有产业政策,要不要产业政策,
我觉得其实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就是一个产业政策,它决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农业各类

具体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应用,这对发展现代农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郾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三层意思就是要努力培育各种新兴农业主体,发展农业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还要

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使得小农户能够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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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开始都比较多地想到必须走土地流转、集中、规
模经营的道路,到现在看我想这也是对的。 但是中国的国情很难做到让大量的农民,甚至是百分之

八九十的农民都尽快退出农业、实现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即使能实现,这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问

题不在于我们最终实现现代化以后,每个农业经营主体能经营多少、多大规模的农业。 而在于从现

在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还有这么多数量的农民,他们的减少是一个渐进和

逐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就要保证农民能够有充分的就业。
大家也都知道,小农户的概念出现在党的文件里,这恐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次讲

的也不是要尽快消灭小农户,而是要让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机衔接,这个含义就非常深刻。
实际上他回应了为什么要推进乡村振兴,刚才讲从人口、从农民的转移角度来看,这个过程不是一

蹴而就的。 因此我也想到,总书记曾经讲过另一个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的重大问题。 2016 年 4 月

25 日,总书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讲过这个话,他说规模经营是现

代农业的基础,这个认识都是一样的,但是他讲了要改变我国农业这种分散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是
需要条件和时间的。 首先,条件讲了三个,第一就是城镇化,人口的大规模转移,人走了地才能集中

起来。 第二就是农业科技要有明显的进步,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要避免粗放经营就必须要有科技

进步作为基础。 第三强调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要由农业社会化现代服务体系去帮着办。 倒过来

的意思就是,想搞土地规模经营,先创造这三个条件,而不是简单的驱赶农民离开土地。 我觉得这

个道理讲得好。 其次,讲到了时间多长,他说要把这个过程———就是改变中国农业分散的、粗放的

经营方式这个过程,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审视,对此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刚才讲到 2013 年总

书记对人口城镇化问题用了一个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2016 年对于改变农业分散、粗放的经营方

式问题又用了要够足够的历史耐心,这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人

口的城镇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可以也不

可能急着提出要消灭小农户,而是要让小农户能够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到现代农业的发展

中去,让他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 所以规模经营也好,多种经营主体也

好,以前讲了,现在仍然要强调。 但是我觉得十九大之后,我们应当有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农村存

在这么大数量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问题。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局面不可能一下子改变。 所以农村的政策、农业的经营方式等,都

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来解决。 怎么样想办法让这么多的小农户能够和现代农业有机结合,我们要做

大量的事情。 特别是在座的很多都是到农业农村投资发展的公司企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如果

中国的“三农冶问题变成“一农冶,就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这件事好办,大规模的投资、现代化的

技术、大规模的经营,让农民全走,效率就上去了。 那农民全走他们上哪儿去? 如果他们找不到更

好的出路,是不是引出的问题会比现在更麻烦?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

在关注这个问题。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因时因地去发展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形式,有一条路

就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这在有些地方是有条件的,也搞得很好;但是还有一条路,就是一

时半会儿小农户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候,也得去让他融入或者是让他和现代农

业衔接,就是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服务体系,现实中很多托管、代耕、购买服务等形式都可以实现这

样的一个目标。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因为大家看到,第三次

农业普查资料报出来农业经营户有 2 亿多,这是中国的国情。 如果哪天我们把农业经营户减到只

相当于现在的 1% ,就是 200 多万户的时候,跟日本、美国就差不多了。 但是 100%要减掉 99%这个

事那么容易吗? 没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能做得到吗? 所以我们说要素下乡,资本下乡,下乡发展现代

农业,一定要考虑到除了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率,当然这里包括劳动生产率,更要考虑怎么给农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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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
所以全面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理解至少这几个问题要处理好,一个是关

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支持保护政策的问题,一个是尤其要认真考

虑怎么样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机衔接。
(二)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1郾 要认识到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就是“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在农村工作中的体现

乡村振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作

为总要求,大家读起来都是似曾相识,因为 12 年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

时候,对农村建设也提了五句话,那时候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2 年过去了,这五个方面的要求

也提高了。 原来叫生产发展,现在叫产业兴旺;原来叫生活宽裕,现在叫生活富裕;原来叫管理民

主,现在叫治理有效;原来叫村容整洁,现在叫生态宜居;唯独乡风文明没变。 所以这五个方面经过

12 年的努力,四个方面都有比较大的进步,乡村文明这件事我觉得问题可能还比较大,还要更加努

力。 但是这五句话提出来一比就知道,一方面我们 12 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发展了;另一方面也是

对未来提出的要求更高了。 这五句话———过去有五句,现在也有五句———它体现的是“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的要求,不是单方面的生产效率提高、生活富裕,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单求某一方面

的突破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我记得,2005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领导也给我们要求,说这是

个大事,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解释清楚,不能产生片面性和盲目性,特别是要解释全面,
同时要通俗,要让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都能听得懂,这个很重要。 所以 2005 年那会儿编的五句话

也是费了很大劲。 编出来之后,报中央审议的时候,中央还是表扬的,说五句话编得不错,很全面也

很通俗。 但是有的领导提出说,最担心的是文件里讲了五句话,最后就只干一件事:村容整洁。 因

为别的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不花上五年、十年八年的时间是见不了效果

的,村容整洁却能搞得很快。 其实大家回顾一下,2005 年提了新农村建设五句话,2006、2007、2008
年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片面性? 确实是存在。 2006 年 3 月,我在一次调研中,到了一个村里跟一位

大婶聊天。 我问她知不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她说知道,报纸上、电视里也有,村里的党支部书

记也给说了。 我说村支书怎么说的? 她说支书讲新农村建设就是有钱就盖房,没钱就刷墙。 新农

村建设刚提出来时,确实有一段是这个状况,走过弯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讲,五位一体的

建设哪个都不能偏废,而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好产业兴旺,产业不兴旺兜里没有钱,只能像 12 年前那

个老乡说的那样刷墙。
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农村的现代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这五句话的要求。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如果农村出现所谓的凋敝,产业凋敝,就没人去,它就兴旺不了,也振兴不了。
2郾 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是下一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我觉得十九大报告对于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着重讲了两个,第一是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

题,第二是农村基层的基础建设问题。
(1)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温饱足而知荣辱,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是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基础。 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际就是要给农民的创业就业开拓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有更多的

收入来源。 我曾经讲过,要为农民开辟第三就业空间。 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将近 40 年,农民就

业的第一空间就是耕地,家家户户承包了土地,但是还不够,这能解决他的温饱,很难实现他的富

裕。 于是第二就业空间开拓出来了,就是发展非农产业和向城镇转移。 这个过程中间也是有变化、
有节奏的。 一开始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最兴旺的时候有 2 0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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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在里面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 1郾 2 亿多,我们当时都以为农民就业问题靠乡镇企业离土不离

乡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乡镇企业红火了十几年之后退潮了。 现在农村当然也有企业,但是和原来的

乡镇企业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么农民就业怎么办? 乡镇企业一退潮,潮起又潮落,涨上来的是大量

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大量进城,于是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民工潮涨起来了,全国有将近 2郾 8
亿的农民工,进城的就有 1郾 7 亿多。 所以依靠民工潮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原来我

也这么想,但是这两年情况又不一样。 最兴旺的时候一年增加外出农民工能有 800 多万人,但
2015 年只增加了 63 万人,2016 年只增加了 50 万人,增长率已经降到 0郾 3% 。 0郾 3%在统计学上大

概就是个误差率。 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依靠民工潮,至少在当前不可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 农

民的第二就业空间就是到城镇去务工经商,但现在看这个容量也不够,于是就要开拓第三就业空

间,就是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在农村能给他创造主要不依赖于耕

地,但同时又不必进城搞务工经商,增加这样的就业机会。 有没有呢? 农民创造出来了。
前天的人民日报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河南省虞城县怎么样从输出农民工的大县变成农民返乡

创业的热土。 在过去的三年中,这个县有 10 万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回乡农民创办各类企业 8
458 户,除了解决回乡的 10 万人就业之外,又带动当地农民 5 万人进入这些企业就业。 我不能说

以后城市不会增加新的就业,这不符合规律,以后城市的经济发展转型到位之后,还可以给转移农

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至少在这一段不能让农民无所事事,没法就业,所以要开辟虽然在农

村,但主要不是依赖于耕地的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让农民在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中去扩大就业,这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重要的途径。
(2)加强农村的基层基础建设

讲到农村当前存在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明确要加强农村的基层基础建设。 这个概念在党的

文件里是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叫基层基础? 我的理解,其实就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样搞好农

村的乡村社会治理? 这次明确提出来要“三治结合冶,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治理

机制,显然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缺陷,还要有很大改进,这样才能把农村的乡村社会治理做得更好。
第二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想,这不

仅仅是指党和政府专门从事三农工作的那些人,农村的基层干部也是三农工作者,各行各业中哪个

行业和农业农村没关系? 所以哪个行业都应当有自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 教育、
医疗、金融、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等等都应该培养自己的“一懂两爱冶三农工作队伍。

三、结束语

刚才讲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这部分内容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丰富,而它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第一,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措

施,第二就是要让农业、农村、农民和整个国家一道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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