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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发展格局的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讨
卢昱嘉 1，陈秧分 1*，康永兴 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给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立足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结合相关统计数据
与文献观点，分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展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重点和具体
路径。研究表明，新发展格局需要提振农村内需、扩大农村投资、协调工农城乡关系、优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这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域与可能。面向新发展格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
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重点，切实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优化农业要素利用，提
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增强国际资源市场掌控能力。因此，建议采取内外兼顾的粮食安全战略、三链着力的产业
竞争力提升战略、补齐短板的优先发展战略、激发新动能的城乡融合战略，综合施策，在新发展格局框架下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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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ggeste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which a dual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with the focus on domestic market should be developed. This new
pattern brings new requir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to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mbined with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ed
the key measures and specific pathwa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eeds to boost domestic rural demand, to expand rural investment,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o make better u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which provide a new vis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e stabl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lement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ource market.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rough food security strategy,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promotion strategy,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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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历程，
“一
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
，以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业税减免和农业科技进步为代表的发展
变革，叠加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有力地促进
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十四五”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一百年目标奋斗的关键时期。其中，农业农村现代
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与主要短板，直接
表现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与竞争力较弱、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显著等方面。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
与信息化，农村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供应不足与低
效利用并存，表明内生动力与外援助力相结合的农
业农村现代化路径尚未根本形成。近年来国际国内
形势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加大，过去依靠外需的增
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进一步冲击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为了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机遇，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已有成果看，一方面，既有研究围绕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历程 [1-2]、内涵 [3-4]、区域格局 [5-6]、要素
关系 [7-8]、主体衔接 [9-10] 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深入分析，
揭示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递进过程和农
业现代化随实践而变化的时代内涵，强调了其中问
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农业双
循环系统的重要性和目标 [11]、双循环格局对实现
粮食安全 [12-13]、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4-15]、促进乡村
振兴 [16] 等的逻辑和机制，展开了一些研究，从多
个切入点讨论了农业农村发展适应新形势的具体路
Table 1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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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而致力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讨新发展格
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考
虑到农业农村是构建双循环系统的起点和基础，国
内外循环联动也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的
视域与可能，本文通过研究二者之间的现实逻辑和
作用关系，厘清其中的重要问题和薄弱环节，明确
需要加大力度攻克的重点和难点，以期为新形势下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1 面向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机遇
农业农村是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
国内市场将被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将得到更大力度
的挖掘。随着工农关系逐渐理顺、城乡要素流动趋
于均衡，农村居民消费和建设投资的潜力将得到充
分激发，成为国内循环更坚实的“压舱石”和“稳
定器”
。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
过构建更稳固、有韧性的全球供应网络，有利于国
内巩固粮食安全、优化供需结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1.1 新发展格局需要提振农村内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是扩大内需，其中农村
是最为主要的潜力来源。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
费呈现出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需求种类多元化、新
型消费需求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增大、需求可
持续性增强等新特征，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巨大。我国农村消费品
零售总额由 2011 年的 2.437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的 5.283 万亿元，平均增速高于城镇 0.24 个百分点
（表 1）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 131 元，

表 1 2011—2020 年城乡收入消费对比情况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income and consumption from 2011 to 2020

年末人口数（亿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城乡
收入比

城乡收入
绝对差距
（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亿元）

农村家庭恩
格尔系数
（%）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2011

6.993

6.499

2.181

0.698

3.126

1.483

15.955

2.437

40.4

2012

7.218

6.375

2.456

0.792

3.103

1.664

18.241

2.789

39.3

2013

7.450

6.222

2.696

0.890

3.030

1.806

20.586

3.195

37.7
33.6

2014

7.674

6.091

2.884

1.049

2.749

1.835

22.637

3.603

2015

7.930

5.902

3.119

1.142

2.731

1.977

25.900

4.193

33.0

2016

8.192

5.731

3.362

1.236

2.720

2.126

28.581

4.650

32.2

2017

8.434

5.567

3.640

1.343

2.710

2.297

31.429

5.197

31.2

2018

8.643

5.411

3.925

1.462

2.685

2.463

32.564

5.535

30.1

2019

8.843

5.258

4.236

1.602

2.644

2.634

35.132

6.033

30.0

2020

9.022

5.099

4.383

1.713

2.559

2.670

33.912

5.283

32.7

数据来源 ：
《2021 中国统计年鉴》和《2021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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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增长 6.9%，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3.4 个百分点。
2010 年以来，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高于城市
居民，表明农民更倾向于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而非
储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消费市场将释放出
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2）农村消费支出结构升级。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 2019 年已经下降到 30%，基本接近城市居民
的 27.6%，农民用于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比重增加
到 13.9%，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到 10.2%。家用汽车、
电动助力车、家用电器和手机等中高档消费品正成
为农民消费的热点，表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1.2 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农村投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动力是扩大投资，其中农村
投资的需求尤为广阔。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农
村的投资力度，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均有了大
幅改善。2020 年第一产业固定投资 13 302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了 2.4 倍，农村住户固定投资额 8 363.3
亿元，较 2010 年增加了 6.1%，其中水利投资翻了
1.5 倍，生产设备投资增加了 53.0%。目前通宽带互
联网的村占比约 90%，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
占比 91.3%，医疗卫生机构在全国乡镇几乎达到全
覆盖。在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的同时，农村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仍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公共交通网络、公共厕所和能源替代
等建设还须加强 [17]。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的投资占比仅 2.6%，与城镇相比差距甚远。根据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 年底全国通天然气
的村仅占 11.7%，有火车站或码头的乡镇占比不到
10%，完成改厕的村占比 53.5%，有喷灌、滴灌和
渗灌等水利设施的耕地面积占农田总体灌溉面积的
16.2%（表 2）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8 亿亩（15 亩 =1 hm2）
，占总体耕地面积的比
例约 40%，与 2030 年建成 12 亿亩高标准农田的目
标仍有较大差距。

表 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Table 2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年份

2006

2016

地区

温室占
有喷灌、滴灌和 村内主要道路 安装了有线 完成或部分完 有 50 平方米以上 有农民业余
地面积
渗灌设施的耕地 有路灯的村 电视的村
成改厕的村 的综合商店或超 文化组织的
（×103 hm2） 面积占比（%）
（%）
（%）
（%）
市的村（%）
村（%）

有卫生
室的村
（%）

全国

81

2.6

21.8

57.4

20.6

34.4

15.1

74.3

东部地区

31

3.0

44.5

73.6

28.5

40.6

19.4

74.1

中部地区

11

3.2

13.0

48.2

15.7

35.1

12.8

79.6

西部地区

21

2.7

4.0

43.4

16.9

22.3

12.0

68.1

全国

334

16.2

61.9

82.8

53.5

47.5

41.3

81.9

东部地区

130

10.3

85.9

94.7

64.5

50.2

44.4

71.9

中部地区

41

9.5

59.8

82.9

49.1

54.8

40.8

89.3

西部地区

95

27.3

35.5

65.5

49.1

34.0

36.7

86.9

数据来源 ：第二、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十四五”期间，亟待加大乡村生产、生活、
生态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稳增
长、补短板两种导向的农业农村投资。1）我国经
济增速放缓，加上全球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双重冲击，
稳增长将是短中期的重要政策导向。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稳增长的农业农村投资，重点是加快推进乡
村建设行动，将水、电、路、气、邮政通信、广播
电视和物流等补短板、惠民生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列为农业农村投资的重点领域。2）基于增强竞
争力的长期需要，以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为主的新
基建对于引领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其重点是结合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规
划，超前布局一批新型基础设施，推进农业农村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和服务便捷化。

1.3 新发展格局需要协调工农城乡关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抓手是理顺工农城乡关系，
从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中挖掘新的潜能。当前我国
经济总体上已经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十九届五中全
会公报指出，2035 年远景目标包括“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
大”
。
“十四五”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在收入分配、民生
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尤其体现在
农民就业与收入结构领域，实现职住协同。我国农
村部门的就业和产值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
但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一直大幅低于第一产业就业人
数占比，其中 2020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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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产值占比仅 7.7%（图 1）
。农业剩余劳动力
陆续转移到非农产业，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
业的比例不断减少，2000 年占 73.7%，到 2020 年
下降到 61.5%。
60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第一产业产值

占比（%）

45

30

15

0

2000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图 1 2000—2020 年第一产业就业及产值占比情况
Fig. 1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and output of primary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2013 年起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经营性收入，
2020 年为 40.7%，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占比趋
降，2020 年减少到 35.5%（图 2）
。农村不同群体收
入变化情况也有差异，按收入五等份分组后，收入
越高的农村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20% 高收入人
群的年均增长率为 8.8%，而 20% 低收入人群年增
长率仅为 7.2%。随着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
农村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分散
的地块向规模化集中，城市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也
应向农村和农业流动，吸引城镇人口向农村逆向流
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人口、劳动力、资本、技
术和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自由配
置，形成以产权、供求和就业机会等为核心机制的
市场配置体系。这不仅有助于破解农业农村发展动
力不足问题，推动乡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
心，也能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使城市更好地享受乡
80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
财产性收入

60

占比（%）

转移性收入
40

20

0

2000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图 2 2000—2020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情况
Fig. 2 Proportion of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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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提供的优质农产品、生态服务等功能，实现城乡
功能互补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多层级协同发展。
1.4 新发展格局需要优化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仍需立足国际国内，充分利用好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经贸合作进
一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合理利用全球供应链有利于提高国内粮食
安全稳定性。自 2004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首次
超过出口规模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呈现持续
扩大趋势 [18]。尤其是大豆、高粱、大麦、白糖和棉
花等农产品，供求基本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对外
依存度大幅提高，成为典型的进口依赖型农产品。
在国内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粮
食供求紧平衡背景下，预计 2035 年农产品进口总
额将达到 1 575 亿美元，在此期间农产品逆差基本
保持在 450 亿美元至 480 亿美元范围 [19]。全球农产
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建
设持续、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给网络，有利
于提高国内粮食安全水平 [20-21]。
2）优质供给转向国内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
结构调整。我国农产品供给端并不缺少生产优质农
产品的主体，但除了少数拥有自有品牌或者生产国
家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的经营主体之外，很大一部
分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更倾向于外销。在生产环节中
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农户，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相对
较少，中低端农产品供给较多，造成了我国农产品
供需不匹配。由于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与
政治形势变化日趋复杂，很多从事农产品出口的生
产经营主体选择了外需转内需，进口农产品市场受
到巨大冲击。这为我国农业产业提供了重新审视内
需的机会，也为国内农业经营主体迅速抢占市场，
尤其是高端市场（比如优质水果、鲜活水产品）
，
创造新的可能。
3）双循环联动促进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对外
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加工制造的各类产品
销往全球各地，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
大循环，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
来，受外部市场逐渐饱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
内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资源约束趋紧等因素影响，
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
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以
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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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国消费需求的扩张也能为其他国家企业提供
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机会，更开放的中国
也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和要素进入中国，创造
更多的增长机会。这对农业领域同样适应，新发展
格局下，
“十四五”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强调以
国内循环为主，更加保障国内全产业链畅通、城乡
融合互动、工农协调互促 ；同时，更注重国际合作
与联系，优化全球经贸布局，深化全球农业治理，
通过粮食安全、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层次
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对外开放 [22]。

2 面向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
新发展格局既需要释放农业农村潜力，也可
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新动能。一方面，国内大循环
的畅通，需要重点关注农产品供求匹配、农村产业
链效率、城乡要素流动等方面，确保农业农村部门
产品、产业的高效循环。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畅通，需要优化全球治理模式，促进重要农产
品稳定供应、农业要素转移畅通、农业产业竞争力
提升。
2.1 畅通国内大循环
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
任务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有四个方面。
1）促进农产品供求匹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
提升，我国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升级，居民食物消
费诉求逐渐向营养为主、品质为先、种类多元的趋
势发展，低脂肪、高蛋白和多维生素的食物需求增
加。与此同时，受资源约束、技术瓶颈等因素限制，
部分品种的产能不足问题突出，大豆、大麦、油料
和强筋弱筋小麦等重要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受长
期口碑效应以及特定区域部分品种结构性供求矛盾
等因素影响，我国需要进口大量优质农产品，挤占
国内优质农产品供给市场，同时带来国内低端产品
库存过剩问题，需要加大农产品供求匹配程度。
2）促进产业链循环。现代产业竞争已由产品
之间的竞争转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我国农业全产
业链把控能力不强，产前研发和物流流通环节尤为
薄弱，各环节之间联结不够紧密，加剧价格波动，
阻碍消费者需求的反馈和传递。此外，现代化的产
业生态也未构建起来，一方面农村资金进入方式、
融资渠道、资本活力与城市差距较大，小农户与现
代市场的衔接缺乏坚实可靠的资金联结机制 ；另一
方面，农业产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较为滞后，农业
品牌构建和绿色认证任重而道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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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然广受关注，影响消费端的信任。
3）促进农村要素优化利用。我国城乡发展仍
处于失衡阶段，虽然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在缩小，
但绝对差距从 2012 年的 16 648 元扩大到 2020 年的
26 703 元，农业资本化增加的同时农民生计的阻力
越来越大 [23]。尽管农村拥有丰富的“三块地”资源
（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
，由于缺乏足够
的有效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渠道，农村
现有的各种资源没有被完全激活，资金、人才和技
术等要素短缺与利用不足现象并存。政府和市场的
力量调配与战略互补仍未达成有效契合，农村土地
闲置和跨区域流动受限共存、城乡户籍制度和公共
服务保障不完善、农村主体各项产权保护薄弱等问
题较为严重，要素市场和配置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形成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牵
涉到土地、户籍和分配等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改革
的不确定性与阻力较大，政策推动力度还待加强。
4）促进工农城乡关系协调。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已经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确保各地各部门真正
落实优先发展，还需要制度来保障。长期以来，工
农业资源分配不平衡，是盘活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制
约因素。一方面，财政投入农业农村空间收窄。我
国 GDP、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滑，国家财政投入农
业农村的增量空间收窄。农业农村投资自 2019 年开
始降速换挡，2019 年农林牧渔业投资仅增长 0.7%，
比上年减少 11.6 个百分点，并低于全国投资增速 4.4
个百分点 ；农副产品加工业投资首次出现年度负增
长，比上年减少 8.7%、比全国投资增速低 14.1 个
百分点，社会资本存在“不敢投”现象。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就业产业结构偏离，一产就业比
例远高于一产产值比例。成功的现代化需要非农部
门能够吸收由于农业现代化发展而多余的农村劳动
力 [24]，按照中高收入国家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农业
劳动力占比，到 2035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还需转移 2
亿多人，才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工农城乡关系。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逆全球化趋势
不利影响持续的背景下，我国农民就业转移的空间
收窄，对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农村内需提振等各
个方面都会带来阻力。
2.2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农业农村尤其是农业领域而
言，仍需要国内国际互促互进。
1）确保进口依赖型农产品稳定供应。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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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农业供应链与贸易
网络，促进了全球农产品贸易增长与粮食安全 [25-27]。
近年来，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给国际贸易、对外
投资和要素流动带来了较大障碍，全球农产品供应
链条变得愈发脆弱 [28]。尤其是 2018 年以来的中美
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事件，凸显了高进口依存度、
高进口集中度、高进口规模量的农产品稳定供应困
境，部分进口依赖型农产品更加取决于全球供应链
系统和贸易网络运行状态，实现保供稳供面临较高
的不确定性。
2）促进农业技术的跨境转移。国际形势复杂
严峻，导致传统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
方式受阻，对我国部分对外依存度较强的农产品造
成威胁。考虑到以耕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较为有限，
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
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诉求尤为迫切。其中，农业科技
创新成为实现新增长、推进现代化的主要抓手，跨
国贸易和投资收缩导致技术的国际间转移受阻，将
影响技术溢出效应发挥。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
发展格局下，需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增强
国内自给、优化供给品质、提升竞争优势，升级参
与全球化的方式，促进技术创新更广泛、更深入的
跨境流动，带动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3）解决全球供应链结构变化带来的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难题。出口导向型战略阶段，
“两头在
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增
长、劳动力就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都做出了重
要贡献。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劳动力成本
优势削减，同时税收优惠取消、环保力度增强，对
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近年来逆全球化态势凸显，
部分国家开始着手重构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一些
制造业外资向东南亚转移，由此释放的农村劳动力
将面临重新就业压力，限制农民增收空间。如何创
造新的就业岗位、培养新型农村人才、挖掘农业新
发展动能，需要从产业融合、城乡一体化入手，探
索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4）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形势动荡、国
际冲突加剧、不确定性事件频发，我国正处于一个
重要时期，需要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适应并重塑
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29]。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农
村作为“压舱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农业国
际竞争力与话语权的需求日益迫切。我国农业国际
竞争力较弱，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国内产业
链安全易受全球生产结构变化影响。亟需统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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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和对外农业走出去战略，激发农业农
村内生发展活力，以更好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

3 面向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
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机遇与发展重点，
从城乡均衡互促、国内国际畅通互补、供应链产业
链价值链形成合力等多个层面综合考虑，提出针对
粮食安全、产业发展、补齐短板和城乡融合发展等
方面的发展战略思考，以期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提供参考。
3.1 内外兼顾的粮食安全战略
粮食安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底线，建立
新发展格局，粮食安全是基础。以国内大市场为主，
并不排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国农业已融入全
球价值链，一方面通过利用国外资源助推了国内增
长，另一方面也向全世界充分分享中国的开放成果。
在新发展格局下，两个市场如何统筹调配，需要结
合目前的粮食安全问题重新考量。
在总量供给方面，我国粮食处于紧平衡状态，
除部分品种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外，总体上可以保障
短期内供大于求。巩固现有的稻谷、小麦生产能力，
依靠自有资源实现口粮绝对安全。随着国内畜禽类、
蛋类和奶制品等消费需求增加，养殖业饲料用粮需
求也会随之不断攀升，在目前的生产格局和生产能
力下，饲料安全将会出现赤字 [30]。因此，对内应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入推进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
提高单位产量和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同时，应释放经贸合作的稳
定预期，大力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
投资市场，探索更高效、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模式，
保障适度进口。
在结构方面，我国农业的供需结构矛盾表现出
复杂性和长期性，农产品供需匹配，须以国内大市
场为主，倡导需求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促进农业
供应链信息化、数字化，使得各主体都能及时了解
市场信息，打通弱质农业与现代市场的全链条联接。
在品质方面，目前我国农产品高价格、低品质
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国内外
农产品价格全面倒挂，必然导致国际竞争力低下。
受资源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涨、难以实现规模
经营等因素影响，目前农业生产成本难以下调，就
必须通过提高农产品品质，达到高价格、高品质的
相对平衡。因此亟需加大投入鼓励创新，研发培育
优质品种，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切实提高农产品生
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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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链着力的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
产业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表征，建立
新发展格局，产业发展是重点。当前农业产业链循
环中还存在明显梗阻，比如小农户融入现代体系困
难、农产品流通不通畅、关键环节技术缺失等重要
问题。考虑到传统、低价值的小型经营主体将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占据主体地位，不仅应关注高价
值产业链的升级，中低价值细分市场需要更多的政
策倾斜，包括质量安全、市场发展和行业协调等 [31]。
需要立足全产业链的把握能力，促进形成产业链、
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全面融合。
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重点是落实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
导意见（农产发〔2021〕2 号）
》
，围绕“保供固安
全、振兴畅循环”
，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
推进延链、补链、壮链和优链，从抓生产到抓链条、
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转变，贯通
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拓展乡村多种功能，拓展产
业增值增效空间，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
全、绿色底色足、安全可控制、联农带农紧的农业
全产业链。
确保全产业链循环的供销畅通。对内主要是建
设农产品高质量物流通道。
“十四五”期间更需重
视建设农产品大数据分析平台，引导全国农产品生
产、流通和消费。借力大型电商平台，搭建跨区域
物流体系，鼓励企业在县乡和具备条件的村镇建立
物流配送网点，推动传统批发市场、零售终端与电
商合作，扩大电子商务在农村的覆盖面。加强农产
品冷链物流统筹规划和分级布局，加快推进乡镇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农产品物流骨
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提升互联网环境下的供应
链运行效率。对外重点是加强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治
理。在资源要素全球配置、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需要更加重视预测和预防国际经贸合作中的
各种不确定性，同时关注全球供应链对当地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多元影响。在贸易风险加剧背
景下，还需引导企业优化供应链治理模式，鼓励企
业合理地嵌入当地网络，推动企业利用好当地资源
并提升自身所处的价值链地位，减少参与全球供应
链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
强化全产业链循环的创新支撑。研究通过引入
数字经济、工业物联网等新理念新技术来改造传统
农业的工作方案，重点是聚焦粮食生产功能区、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与特色优势农产品优势区，瞄
准农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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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产业大数据中心，打造智能化示范基地，
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培育壮大智慧农业、智能制
造、绿色投入品创制、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型研发
机构和新兴产业，提升农业传感器、农业机器人、
智能装备、冷链物流设施等关键技术装备的竞争力
与市场占有率，增强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
工智能、5G 和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
村领域的应用能力与支撑水平。
3.3 补齐短板的优先发展战略
农业农村优先投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
障，建立新发展格局，补齐短板是关键。在农业增
加值增速趋缓和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下降的背景下，
考虑到农业生产自然风险较高、农业农村发展明显
滞后、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等现实情况，确保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明确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理念认知优先。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变化，农业农村不再扮演过去仅为二三产业提供食
物、资金和劳动力的角色，农业的多种功能、农村
的多元价值将不断得到发现和彰显，并对城市产生
逆向辐射作用 [32]。农业成为有潜力的产业、农村成
为宜居住的空间、农民成为有前景的职业，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目标，也是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认
知的正确理念。因此，真正重视农业农村，是确保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是制度安排优先。探索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方式，促使资源要素由农村单向流入城
市转变为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调配。巩固完善农
村经营制度，稳步推进农村改革，扩大农业部门财
政投入的绝对值和相对占比，鼓励社会资本更多的
投向农业农村。围绕农村产业经济、生态环保、文
化娱乐、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和社会治
理等各个领域，推动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促进教育、
医疗和数字化服务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城乡等
值化。
三是保障措施优先。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取得了长
足发展，但与乡村振兴的要求相比，
“新基建”方
面的短板仍然非常显著。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仅占 25.1%，有以粮油、
蔬菜和水果为主的专业市场的乡镇占比不到 40%，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5 年中国果蔬、肉类和水产品
的冷链流通率的比重分别为 22%、34% 和 41%，远
不及发达国家 95% 以上的水平。同时，我国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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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存在建设标准偏低、管护力度不够、绿色
发展理念不足等问题。亟待在“新基建”过程中，
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加快推动水利、公路、
电力、冷链物流、农业生产加工等农村基础设施的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进智慧水利、智慧交通、
智能电网、智慧农业和智慧物流建设，切实补足农
业农村领域基础设施短板。
3.4 激发新动能的城乡融合战略
城乡融合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建立新发展格局，城乡融合发展是手段。当前我国
仍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农业内生发展能力较
弱，需要以激发新动能为核心，形成新型城乡工农
关系。
一是明确空间融合是妥善处理城乡关系的主要
载体。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下的城乡融合
发展，遵循乡村发展形态和规律，保证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和市场配置，形成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互
动关系。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试点，以开展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优化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和生态发展等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与农村、产业与
生态的合理分区和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全面的空间
融合。
二是保障公共服务与城市同步对等。公共服务
在城市、县城、乡村之间的同步性不提高，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不实现均等化，要素很难实现良性互动，
影响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目前城乡教育、医疗
和资源落差过大，社保标准不统一，成为造成人口
单向流动的主要因素。需要充分发挥县城的重要功
能，促进各类资源向县城倾斜，加快构建统一标准、
均衡发展的社会服务体制。
三是加强乡村资源变资产的政策创设。针对乡
村资源资产大量闲置、财政支农增量空间有限的现
实困境，考虑城市人口下乡新趋势与乡村产业发展
大前景，在做好顶层设计与风险防控的前提下，聚
焦农村土地、金融、集体产权和经营体系等重点领
域，鼓励各地加快探索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
方式方法。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社会稳定等
前提下，允许各地加大在农村宅基地利用、乡村建
设用地供应等方面的改革尝试，健全和稳定农村营
商环境，消除农村资源资产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
碍，激活乡村发展的要素、主体和市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农业农村是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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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变量与主
要短板。研究表明，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持续推进，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和建设投资的潜力将得到更充分
的激发，工农城乡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理顺，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方式将得到不断优
化，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机遇。
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点是关注农产品
供求匹配、农村产业链效率、城乡要素流动等方面，
确保农业农村部门产品、产业的高效循环 ；对于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重点是构建更稳固、有韧
性的全球供应网络，巩固国内粮食安全、优化供需
结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资源与市场优化互补过
程中，可考虑采取内外兼顾的粮食安全战略、三链
着力的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补齐短板的优先发展
战略、激发新动能的城乡融合战略，以推动建立新
发展格局，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4.2 建议
新发展格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两个非常宏大
的主题，切实推进面向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议在以下方面做深入的学术研究探索与政策
实践创新。
一是乡村政策创设的评估与优化。国家加大了
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保护力度，但仍面临农业产
业竞争力不强、农村部分资源闲置等现实问题，立
足实地调研、国际经验和模型分析，科学评估乡村
振兴政策效果，切实调动市场主体在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可以更好地立足国内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是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与评估。受内部资源
约束、外部环境趋紧的影响，粮食增产压力较大，
考虑国内农产品供给呈结构性分化、消费端食物浪
费与营养不均衡并存、进口农产品存在较大程度的
替代或互补关系等，监测重点农产品供需间所有环
节，预测农业全球供应链的潜在风险，有助于提高
农产品产业链把控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三是跨越学科的国内外农业循环互促模式。当
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业发展已与政治、经
济、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关联，国际农业
资源利用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意味着需要跨越学科
的关注和思考。立足跨越专业的调查分析与实证研
究，提出复杂背景下的全球农业资源利用系统方案，
有利于推动实现国内外循环互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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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国际资源与市场利用经验及其启示。中国
是农业对外开放的后起之国，利用国际市场、国际
资源的经验能力相对薄弱。选取美国、日本等先行
国家，分析其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经验及成效，重
点关注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与主体需求谋划布局全球
市场，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深化农业对外开
放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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