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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张小允，许世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服务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 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方略与新目标。科学合理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评价指标体系，既是评价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进展的标尺，又是检视短板弱项的工具，有助于平稳有序
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本文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内涵，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结
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探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研究表明，农业农村现代化由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 2 个一级指标构成。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包含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营体系、农业
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与政策支撑 6 个二级指标 22 个具体指标，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包含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农村教育文化、农村治理、农村社会发展 5 个二级指标 17 个具体指标，
由此建立了一套包括 3 个层次共 39 项具体指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
和国内发达地区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国农业农村实际发展情况，设定 39 个具体指标在 2035 年基本实现和 2050
年全面实现两个阶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值。
关键词：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目标值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22）05-0759-10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ZHANG Xiao-yun, XU Shi-wei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s a new strategy and the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cientific and well-design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ut also a tool to review th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which help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moothly and orderly.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goal of real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n this stud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consists of 2 first-level indicator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lso include 6 secondary indicator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output level,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support policy, and 22 specific indicator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cludes 5 secondary indicators, includ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rural residents’ life quality, rural education and culture,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17 specific indicators. In total, 39 specific indicators are employed
for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and
consider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is study explores target values of 39 specific
indicators for the basic realization in 2035 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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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乡村振兴战略取得良好开局。重要农产品供给水平、
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农业
质量和综合效益明显提升，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产
业融合、城乡区域协调、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成绩显
著。在看到进步的同时，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农业
农村建设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没有发
生质变。对标 2035 年和 2050 年两个阶段社会主义
现代化目标，农业农村发展仍是最大短板。与此同
时，大国博弈、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疫病疫情等
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给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
基于此，党中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我
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与出路，是实现国家现
代化的基础和支撑，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 [2]。2021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
对“十四五”期间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指导
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做了全面阐述。2021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并就“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进行了专篇部署 [3]。2021 年 12 月，
国务院印发了《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
，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
要顺利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对我国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目标、现状、进展和短板等有明确清
晰的认识。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
标体系，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量化
和评价，判断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进展，
对于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制定农业农村
现代化各阶段发展规划、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持
政策、平稳有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概念界定与文献梳理
1.1 概念界定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过程，
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现代管理方法
来武装农业的过程，其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影响
力大。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随时代的变迁愈加
丰富，但始终以农业生产手段、生产环境、生产技
术、生产者和组织管理的现代化为中心。农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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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目标是建立绿色、优质、高产和低碳的农业产
业体系，构建安全、高效、稳定和循环的食物系
统 [4]。农村现代化是运用现代物质装备、科学技术
和组织管理手段，促使农村各产业融合，增加农民
收入，改善农村治理难题，建立文明、富裕、宜居
的现代化新农村，全面达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
过程。其核心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自身
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宜居宜业、绿色
美丽、文明和谐的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
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耦合，两者紧密联系、相
互促进、彼此交融，而不仅仅是两者内涵的直接加
总。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上层建筑，两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 [5]。
1.2 评价指标体系
从总体上看，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主
要有多指标综合测度和代表性指标比较两种思路。
多指标综合测度是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准则
和指标三个层次，研究者为每个层次逐一选取评价
指标，通过对评价指标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和赋权，
计算出综合指数 [6]。如蒋和平等 [7] 在兼顾效益、质
量和发展结构的前提下，从农产品供给、农民增
收、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和国内外战略布局五个角
度出发，使用定基动态比率法、差分自回归移动平
均模型、比例系数法和专家评价法构建了 3 个层次
24 个指标的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李孝忠等 [8] 使
用熵值法，将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相关指标纳入到
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之中，建立了以低碳、可持续
发展、农村生活、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评
价体系。张航和李标 [9]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产出、
人口、效益和技术四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15 个指标
的中国省域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全国各省市
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算。邸菲和胡志全 [10]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以生产、经营、产
业发展、支持保护、质量效益和绿色发展为研究视
角，建立了包含 23 项具体指标的农业现代化评价
体系。代表性指标比较适用于数据相对不足的情况，
具体做法是选择代表性强、可量化和可比较的指标，
赋予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评价，通常用于国家或
地区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差距的测算研究。丁香
香 [11] 为比较中国与加拿大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
差距，从农业生产、生态发展和政策支撑三个体系
中选取综合机械化水平、农产品商品率、农药使用
量的减量化、农业保险深度、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等
13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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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和相关决策机构对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
体系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将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划分为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思想观念与生活质量、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三大类，构建了涵盖 3 个层次 17
个详细指标的农村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为各指标设
置了目标值 [12]。张应武和欧阳子怡 [13] 按照乡村振
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构建了一套评价体系，并使
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
进行了测度和比较。覃诚等 [6] 根据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时代内涵，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并为每个
指标设定权重和目标值。郭翔宇和胡月 [14] 将乡村
振兴战略总要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结合到一起，构建了 3
个层级 55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并以此来评价
和监测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Zhang 等 [15]
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测算了山东省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水平，并使用 ESDA 法分析了山东省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差异。科技推动了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发展，但急剧增加的数据导致现代化发展
方向难以把握，为解决上述问题，Cao [16] 基于网络
大数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
构建。
此外，部分学者以乡村振兴为着力点，对我国
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徐雪和王永瑜 [17]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构建
了中国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测算
了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吕承超和崔悦 [18] 依
据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构建了包含 5 个
层级 45 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体系，采
用时空极差熵值法对 2010—2018 年中国的乡村振兴
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得出了我国东西部地区乡村振
兴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吴九兴和黄贤金 [19]
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地级市尺度乡村振兴
指标体系，并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我国乡村振
兴发展进行评价和诊断。杨胜强等 [20] 以重庆市各
县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县域乡村振兴评价体系，
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了各
县区的乡村发展水平。
可以看出，学术界和相关决策单位对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多是先建立指标体系，然后
使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测算、衡量和比较 [21]。这种思
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仅可
以衡量某一地区特定时间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水平，还可以测算地区间发展差距。但是，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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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评价指标的选
择、权重和目标值的确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选择
和确认的机理未透彻阐释，有些指标选取的不恰当；
第二，指标和权重偏重于产出、效益、收入和支出
等经济指标，对于绿色、低碳、生态、安全、可持
续、获得感和幸福感相关的评价指标较少或者设置
的权重不高，即评价指标不够全面 ；第三，评价指
标体系不够统一，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适应性不高，
不利于不同地域间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距量化和
经验借鉴 [22]。

2 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框架
2.1 评价体系构建必要性
设置中长期发展目标和规划并为之努力奋斗是
党和国家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历史经验，目标和规
划的设立需要评价、衡量和考核。从宏观层面看，
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建立一个统
一、科学且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原因有三 ：第一，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哪
些内容、每个内容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12] ；第二，使
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各个区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水平进行测评，有助于学术界和相关决策部门准确
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度、存在问题和发展趋
势 [23] ；第三，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指引我国各地区农业
农村现代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24]。
我国已步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赋予了农
业农村现代化新的内涵，新内涵衍生出新的目标。
为顺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握发展趋势和方向，
有必要建立客观、科学和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以明确各阶段、各方面的目标任务，把握进度，查
缺补漏。
2.2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1）系统性原则。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是一个系统概念，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等
不同层次的子系统组成，各系统层次间、各评价指
标间联系密切，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约束。
在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时，要有系统
思维，即把该评价指标体系看作是一个有效、包容
和开放的系统，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使用系统相
关理论，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整体布局，通过系统
内外部要素的互动与转化，实现该有机整体的优化
升级 [25]。
2）科学性原则。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必须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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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内涵和特征特色，要综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等各个方面去评价衡量。评价指标不
仅要能体现当前阶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水
平，还要能反映出其后续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
需要科学合理地明确评价体系中每个指标的类别、
权重和目标值，并选用科学的计算方法与模型进行
量化和评价。
3）指导性原则。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国家或地区农业农村建设的
重点和关键点，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现
代化农业、建设现代化农村的突破口和着力点。通
过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使用，为
国家或地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方向性
指导，使学术界和相关政府决策部门明确未来的研
究重点和工作重点 [23]。
4）可操作原则。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应与党和国家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规划》等相关文件中的发展目标相融合，以保证评
价体系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和框架合理。每个设计
的指标需简单明确，不仅要能具体量化，而且涉及
到的数据要有较强的可获得性，以便于后续的计算
和评价。
5）协调性原则。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要协调好评价指标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我国要实现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片面的现代化，
而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现代化。但是，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又不可能涵盖农业农村的方
方面面，只能涉及重点领域、代表性领域，即需要

找到全覆盖与代表性之间的均衡点。此外，评价指
标体系的设计还需要协调好历史、当下和未来之间
的关系，既需要满足当下、蕴含未来，还要延续已
有的评价指标体系 [12]。
2.3 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设计农业农村现代
化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与已有的评价体系保持必
要的历史延续性，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内
涵和新特征 [12]。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目标，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业农村方
面的具象，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简单加
总 [26]。发展现代农业，须以“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为目标，加快转变农业生产和经营方
式，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
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提升产出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建设现代化农村，须以“富裕、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为目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教育文化水平，构建农村治理
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故将“高
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富裕、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总指引，促进农村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共同发展（图 1）
。
综上，本文拟将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设为一级
指标，把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出水平、
可持续发展、科技与政策支撑、农村基础设施、居
民生活质量、教育文化、农村治理体系与能力、社
会发展设为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再将上述二级指
标拆解为相关具体指标，最终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创新
协调
绿色

总目标
总抓手

总指引
农业农村现代化

开放
共享

乡村
振兴
战略

总布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
文化建设、生态建设

Fig. 1

图 1 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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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总产值比、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的比重等指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农
产品供给的有效保障，根据人口预计数与人均粮食
需求量，将 2035 年和 2050 年目标设定为不小于 7 亿
t 和 6.8 亿 t [12]。高比重的养殖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

3 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文献与统计资料，并参
考政府机构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综合考虑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现阶段实际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
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为每个指标设
立现代化目标值。本文构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
指标体系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设为一级指
标，两个一级指标下设 11 个二级指标和 39 个具体
指标。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目标值的设立借鉴
了世界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区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水平与发展经验，并结合了我国农业农村实际
发展情况。
3.1 农业现代化相关评价指标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包含农业产业体
系、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产出水平、
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与政策支撑 6 个二级指
标和 22 个具体指标（表 1）
。
1）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
体系，应该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基础，养殖业、
加工业和服务业优质、高效且协同发展。为评价农
业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设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Table 1

杆，目前发达国家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大多在 60%~80%，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两个阶段目标分别设置为 45% 和 60% [10]。
2020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2.4，
该指标重在反映现代农业的产业链长度，发达国家
该数值一般在 3.5~4，有的国家甚至更高，综合考量，
将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设为 3.5 和 4 [6, 12]。设置“农
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这一指标是为了衡量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根据
《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16）
》将其
[10]
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设定为 4.8% 和 8% 。
2）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
体系，需要严守耕地数量和质量，在此基础上赋予
农业生产体系更高的科技含量。为评价农业生产体
系现代化水平，设置了高标准农田占比、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农业生
产信息化率等指标。高标准农田是农业设施化的基
础体现，2021 年底全国已建成 9 亿亩高标准农田，

表 1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亿 t）

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

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

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

农业产出水平现代化

农业科技与政策支撑现代化

2050 年目标值

≥ 7.0

≥ 6.8

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45

60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

3.5

4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4.8

8

高标准农田占比（%）

60

75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75

8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85

95

农业生产信息化率（%）

45

60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

65

80

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

75

85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覆盖率（%）

60

9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农户比例（%）

70

90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10

15

农业土地产出率（万元 /hm2）

6

8

≥ 98

≥ 98.5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5

95

秸秆综合利用率（%）

85

95

万元农业 GDP 能耗（tce）

0.1

0.08

万元农业 GDP 耗水（m3）

400

250

农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

1.5

2

≥ 70

≥ 80

2.5

5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化

2035 年目标值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农业保险深度（%）

注 ：tce（ton of standard coal equivalent）是吨标准煤当量，按中国标准 1 tce = 293 亿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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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的研究成果，两个阶段高标准农田保有量占比应
分别达到 60% 和 7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
的是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2020 年我
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然有较大差距，综合考量，将全面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目标值设为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即 80%。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
志。我国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在逐步提升，2020 年
为 71%，但与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普遍高于
90% 的情况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考虑到未来发
展状况，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定为 85% 和
95% [6, 12]。农业生产信息化是支撑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法宝，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 22.5%，预计“十四五”期
间该指标将达到 27%，结合这一增长状况，将其两
个阶段目标值分别设为 45% 和 60%。
3）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
体系，需要着力促进我国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过
渡，促使种养规模化、专业化和合作化 [27-28]。为评
价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设置了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比重、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农业社会化服务
对农户覆盖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农户比
例等指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畜禽规模化养殖是
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2020 年我国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比重已超过 40%，畜禽规模化养殖水
平达到 67.5%，综合考虑我国土地政策的变化并参
照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将这两个指标全面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目标值分别设为 80% 和 85%。农业社
会化服务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由“小农业”
发展模式向农业现代化过渡转变的重要工具，其对
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的助推
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将农业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覆盖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
带动农户比例这两项指标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
标值均设为 90%。
4）农业产出水平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产出
水平，应以高效率、高水平和高质量为核心目标 [29]。
为衡量农业产出现代化水平，设置了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业土地产出率、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
格率等指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提升我国农业
产出水平、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基本手段。2020 年我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为 3.78 万元，距离发达国家
的水平相差甚远，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素
质整体不高的基本国情，参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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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年）
》提出的增长情况，将两个阶段的
目标分别设定为 10 万元 / 人和 15 万元 / 人。农业
土地产出率是农业产出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参考
《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16）
》研究
结果，将其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设定为 6 万元 /hm2
和 8 万元 /hm2。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一年一度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是重要法宝。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为 97.8%，预计全面实现农业现
代化该指标值能持续稳定在 98.5% 以上。
5）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绿色可持续是当
前农业发展的大方向，农业可持续现代化应该以低
耗、高效和生态为关键词。为衡量其现代化水平，
设置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万
元农业 GDP 能耗、万元农业 GDP 耗水等指标。截
至 2020 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了 75%，
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86%，这两项指标关系到农
村生态、环境和能源等重要内容，是农业可持续发
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
的发展经验，将两项指标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
标值均设为 95% [30]。万元农业 GDP 能耗与耗水，
是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来反映农业发展的状况，
高效低耗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落脚点。根据《全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16）
》的研究结
果及国际经验，分别将两项指标全面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目标值定为 0.08 tce 和 250 m3。
6）农业科技与政策支撑现代化。科技与政策
支撑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
设置了农业 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农业保险深度等指标。科技
创新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农
业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农业 R&D 经费投入强
度则是其关键衡量指标。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投
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 左右，距离全行业
（2%）和欧美发达国家（2%~5%）的水平还有较大
距离，综合考量，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设
定为 1.5% 和 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反映的是农
业科技研究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当前，我国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30%~40%，是欧美发达国家
的一半，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将其两个
阶段目标值定为不小于 70% 和 80%。农业保险是
服务“三农”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农业保险深度
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2020 年我国农业保险深度为 1.05%，同期，
美国农业保险深度为 6% 左右，考虑到该项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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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分别将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定
为 2.5% 和 5%。
3.2 农村现代化相关评价指标
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主要包含农村基
础设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农村教育文化、农村
治理、农村社会发展 5 个二级指标以及 17 个具体
指标（表 2）
。
1）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设施，应当以村落自然演化为前提，为村民提供更
加便利、舒适和卫生的条件。为衡量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状况，设置了燃气普及率、安全用水普及率、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等指标。省时省力的清洁能源
是农村生活用能发展的大趋势，2019 年全国村庄
燃气普及率仅为 31.3%。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农村
居民居住集中度较低，燃气管网铺设成本太高，故
将目标值设定在 70%~75%。本文认为，随着人们
对生活能源安全性、便利性和清洁性需求的逐步提
升，以及新技术新设备的发明、引进和广泛使用（如
基于安全技术标准的液化石油气微管网供气技术）
，
燃气普及率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目标值可以达到
90%。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是农村现代化进程中
的一条底线。水利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4%，处于历史最高水
平，结合我国当前基本情况，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目
标值分别设定为 90% 和 100%。2020 年我国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90%，到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时，
这一指标应达到 100%。
Table 2
二级指标
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

2）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代化。生活质量是村
民幸福感、满足感的主要来源。为衡量农村居民生
活质量状况，设置了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平均寿命、农村人均
消费支出等指标。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直接反
映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的电气化程度，这也是农村居
民高质量生活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人均生活用电
量大概在 1 000 ~ 4 000 kW·h/a，有的国家如美国、
加拿大该指标值甚至在 4 500 kW·h/a 以上，远远超
过我国的用电水平。结合我国农村居民实际用电情
况和增长态势，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目标值分别定为
1 500 kW·h/a 和 2 500 kW·h/a。2020 年我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超过 68%，
随着“厕所革命”的扎实推进，
预估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该指标值将达到 100%。
健康长寿是高质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2017 年国家
统计局与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平
均寿命仅为 68 岁，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
平均寿命在 80 岁以上。考虑到我国农村地区的差异，
将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分别定为 75 岁和 80 岁。2020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 1.4 万元，国内发
达地区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已超过 2 万元，综合考量，
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分别设定为 2.5 万元和
3.5 万元（以 2020 年价格水平为基准）
。
3）农村教育文化现代化。教育文化是实现村
民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引擎。
为评价农村教育文化现代化水平，设置了农业生产
经营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

表 2 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具体指标

90

安全用水普及率（%）

90

100

96

100

1 500

2 500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85

100

农村居民平均寿命（岁）

75

80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kW·h/a）

农村教育文化现代化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万元）

2.5

3.5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1

13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12

15

农村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90

100

1 ∶ 15

1 ∶ 10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占比（%）

90

100

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

85

100

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

95

100

农村人均生产经营贷款（万元）

6

10

城镇化率（%）

≥ 75

≥ 80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 1.8

≤ 1.5

乡村学校师生比
农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社会发展现代化

2050 年目标值

70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代化

2035 年目标值

燃气普及率（%）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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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占比、农村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乡村学校师生
比等指标。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农民总体素质较高，
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受教育年限较长，普遍
在 13 年以上。相比较而言，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不足 8 年，综合考量，将该
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分别设定为 11 年和 13 年 [12]。
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2 032 元，
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 9.6%，农村居民该指标值更
低，预估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时，该指标值能达到
15%。2020 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5.2%，根
据“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的目标以及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实际需要，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设为
100%。师生比是教育资源优劣的一个直观体现，当
前，我国乡村学校师生比在 1:25 左右，远低于国内
发达地区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考虑到国家对教育特
别是乡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
标值分别定为 1 ∶ 15 和 1 ∶ 10。
4）农村治理现代化。农村治理包含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农村治理应当以经济发展为
依托，为村民提供有序、优质服务，让村民感到有
奔头、有依靠 [31]。为评价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设
置了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占比、建有综合服务站
的村占比、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等指标。建立集体
经济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2020 年全国已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占
比超过 80%，考虑到发展集体经济基础性和带动性
作用，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设定为 90% 和
100%。农村综合服务站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经营、灾
害防御、防疫监管、技术推广和土地流转等农业农
村的相关服务工作，是提高农村服务与治理水平的
重要载体。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中的数据显示，2016 年该指标数为 16.3%，
预计 2022 年该指标数为 53%，考虑到农村综合服
务站的关键作用，把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定为
85% 和 100%。村庄规划管理是做好农村地区各项
建设工作的基础，对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
中的相关要求，预计 2020 年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
能达到 80%，预估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时该指标值
可以达到 100%。
5）农村社会发展现代化。农村社会发展涉及
农村经济发展活跃度，城乡差距等内容 [32-33]。为衡
量农村社会发展现代化水平，设置了农村人均生产
经营贷款、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等指
标。乡村金融贷款可为农业生产经营者采购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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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企业投资建厂等提供信贷资金，是支持农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末，全国
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为 5.99 万亿元，农业就业
人口 19 445 万人，农村人均生产经营贷款为 3.08 万
元。比较和借鉴农业发达国家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发
展经验，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分别设为 6 万
元和 10 万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提供充足的技术装备和资金积累。2020 年我
国城镇化率达到 63.9%，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
遍在 80% 以上，预估到 2035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
过 75%，
到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时能达到 80% 以上。
实现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
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3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是
其关键的衡量指标。202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指数为 2.56，与 1978 年数据持平，比 1984 年历史
最低值高 0.82，且区域间不平衡现象明显。综合考
虑我国的国情、历史沿革并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
将该指标两个阶段的目标值定为不大于 1.8 和 1.5。

4 结语
本文在借鉴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深度分析了发达国家、国内发达地区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
系，并设定每个指标在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两个阶
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值。本文所构建的农业农
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未来我国农业农村的
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战略途径，不仅可以用来衡
量全国各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展状况，也可
以用来发现各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短板。
未来，可在以下方面继续开展研究 ：第一，科
学合理的确认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对
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测算全国各地区农业农村
现代化实际发展水平。第二，以该评价指标体系为
基础，开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监测预警”应用
系统，提供可视化平台，实时、动态展示各地区发
展水平，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第
三，以系统平台提供的监测结果为依据，建立激励
机制，激发各级政府和农民积极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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