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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阻碍因素分析
——以云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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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农业农村现代化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仍存在，因此，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评价欠发达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是精准施策
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农业农村健康快速发展。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基于综合评价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
度模型，测度 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内部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诊断发展阻碍
因素。结果表明，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正处于起步阶段。云南省农业现代化与农
村现代化两个子系统表现高耦合低协调水平。乡村旅游收入占比、千人村卫生室人员数、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占比、农药与化肥施用量成为阻碍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以综合生产力提升和乡村建设为重点；着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推进农旅融
合；强化完善村级卫生室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引进和培养农业科技人员；加快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持续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行动，保障生态农业稳定发展等推动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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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factor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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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owever,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till exis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a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aking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20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and analyze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ternal subsystems and the
constraint fact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is on a continuous rise and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two subsystem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show high coupling and low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ercentage of income from rural tourism, the number
of village health room personnel per 1,000 people,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per
1,000 people, the percentage of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service indust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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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f adopters in elderly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the amount of pesticid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cation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imped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Yunnan’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of Yunnan’s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uggests: 1) to focus on comprehensive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2) to continuously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highland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3) to intens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health offices and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4) to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5)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nd 6) to continuously
carry out the action of reducing the amount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increasing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to ensure a st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fac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Yunnan Province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想的成败 [1]。我国计划到 2035 年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为现代化经
济体系奠定基础 [2]。然而，农业农村是我国“新四
化”中相对落后板块。村庄空心化、土地荒废和环
境污染等“乡村病”在某些地区依然存在，甚至更
为严峻 [3]。因此，在“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之际，跟踪评价和分析我国欠
发达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其制约因素，
既可以为监测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展提供数据支撑，
又可以为顺利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提供决策参
考，这对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
研究意义。
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西方对农业现代化
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舒尔茨 [4]
认为，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需依靠技术进步，使之现代化，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Božović 和 Đurašković [5] 认为，随着人口迁移，农业
生产以老年人居多，导致农业生产滞后和乡村凋敝，
强调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更应注重人的因素。Li 等 [6]
认为，应发展在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等
多层面实现均衡的现代农业，这对我国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后，我国学者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研究
更加深入。从定性层面上看，学者对农业农村现代
化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姜长云和李俊茹 [7]、陆益
龙 [8] 认为农业现代化属于产业的范畴，农村现代
化是区域现代化的概念，是使农业适应现代社会生
活需要和农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解安和路子
达 [9]、孔祥智和赵昶 [10] 提出农村现代化不止是过
去常说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更多是有关乡
村文化、生态、生活和治理，乃至人的现代化。从
定量层面上看，目前研究热点之一是基于农业农村

现代化内涵，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测算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寻找阻碍因素，明确我国及
各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张应武和欧
阳子怡 [11]、魏后凯等 [12] 从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
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发现发展水平良好或优秀的地
区大多集中在我国东部和中部，而西部地区农业农
村现代化水平普遍较低。其原因在于受经济发展和
区位条件的影响，农业投资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生产难以实施。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我国省
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结构差异已基本达成共识，但阻
碍因素表现各异。辛岭等 [13] 认为还有农业面源污染、
城乡多维差距和乡村治理能力失调等因素。覃诚
等 [14] 认为阻碍因素还表现在农业经营和支持等方
面，提出未来必须注重农村产业融合、金融支持和
构建多元参与的乡村建设机制等措施。张俊婕 [15]
则强调农村环境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由此，
提出今后要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农业生产
方式低碳化和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等建
议。将研究区域下沉至某一省份，
如巴·哥尔拉等 [16]、
章磷和姜楠 [17]、
何正燕和张艳荣 [18]、
李刚和李双元 [19]
分别对新疆、黑龙江、甘肃和青海省的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进行测度，发现阻碍因素多集中在农业
科技、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环
境等几个方面，并分别对研究区域提出了针对性的
建议。
总之，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辨析、发展
水平评价和阻碍因素探究已有一定研究基础，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有理可依。但还存在有拓展的空间 ：
1）相对于农业现代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研究
还较为薄弱 ；2）从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等方面
构建指标体系考虑较少，且对于内部系统间耦合协
调程度的分析也较缺乏 ；3）对于阻碍欠发达地区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因素研究关注还不够。基于
此，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云南省为研究对象，
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2 个子系统出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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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方法对 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
析内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障碍度
模型对目前制约云南省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进
行诊断，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意见。

1 研究方法
1.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必须首先明确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内涵。本文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
个由农业农村各要素组合而成的动态系统，在发展
的过程中，面对出现的农业产业融合和农村全面发
展趋势，利用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和特色化打
破传统农业的束缚，推进农业和农村全方位、多元
化的发展，最终实现农业农村整体的现代化。在此
基础上构建的指标体系更多从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
中表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考虑。本文参
考现有同类研究成果 [20-23]，并遵循科学性、典型性
和可及性等基本原则，结合云南自身实际情况，围
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2 个子系统，从农业产
业、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农业生态环境、农村公
共建设与服务、农村居民生活、农村治理和城乡融
合 8 个方面，构建由 38 项具体指标组成的评价体
系（表 1）
。
发展现代化农业，须以推进农业提质增效为导
向，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农业经营管
理方式，加快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产业现代
化应表现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长，农产品
附加值高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选取的指标能
反映畜牧业产值、乡村旅游收入、农村非农就业人
员占比和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农业生产
现代化应表现为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以
政府支出、科技投入和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农业
科技和物质装备改造传统农业，提高产出效率。所
选取的指标能反映农业生产机械化、信息化、农田
水利设施便利化、粮食单产、耕地资源状况、农林
水事务财政投入和农业科技人员支撑力度。农业经
营现代化应表现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即集约化、
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各要素优化形成强的生
产力。所选取的指标能反映农业组织化、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占比水平，以及通过土地经营管理，达
到的土地生产率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农业生态环境
现代化应是坚持“两山”理论，践行可持续发展理
念，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所选取的指标能反映森林、
湿地等自然资源状况和农药化肥施用量程度。

建设现代化农村，须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为导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公共服务基
本需求，提升农村治理能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代化是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便利的情况下实现的。所选取的指标能
反映农村电力、交通和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就医、
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农村居民
生活现代化是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的主要
来源。所选取的指标能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消
费结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市民化和思想观念开
化程度。农村治理现代化应表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依
托，实现农村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乡村社会和谐
有序。所选取的指标能反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法治示范、德治文明程度和社会救助力度。城乡融
合应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均等化。所选取的
指标能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差距和城镇化
水平。
1.2 综合评价方法
指标权重的赋值是形成科学评价结果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本文参考辛岭和
安晓宁 [24]、刘畅等 [25] 的分析方法，采用客观赋值
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的熵是系统混乱程
度的度量，与数据信息量呈反向变动，熵越小，系
统越有序，数据信息量越大，权重也就越大。而在
确定指标权重之前，需采用极大极小值法对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剔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
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加权法，得到云南省农业农村现
代化综合评价值，具体计算方法为 ：
n

AM = ∑ w j x j
j =1

（1）

式中 ：AM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值 ；w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xj 为第 j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本文参照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划分标准 [26]，并
结合已有同类研究成果 [19]，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水平划分为 5 个阶段，准备阶段∈ [0, 0.3）
，起步阶
段∈ [0.3, 0.5）
，初步实现阶段∈ [0.5, 0.7）
，基本实
现阶段∈ [0.7, 0.9）
，完全实现阶段∈ [0.9, 1]。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能评价两个或两个子系统以上相互作用
的大小，但不能反映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正如
两个子系统是高耦合，但其可能是处于一个低水平
状态下的高耦合 [27-28]。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能更好的了解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两个子系统
的耦合协调状况，发挥耦合乘数效应，推动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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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子系统

表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weight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准则层
农业产业
现代化
（A1）

农业现
代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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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
现代化
（A2）

农业经营
现代化
（A3）

农业生态
环境现
代化
（A4）

农村公共
建设与服
务现代化
（B1）

农村居民
生活现
农村现
代化
代化
（B2）
（B）

农村治理
现代化
（B3）

城乡融合
（B4）

指标层
A11 畜牧业产值占比

含义与计算方法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权重

+

0.021

A12 乡村旅游收入占比

乡村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

+

0.036

A13 农产品加工值与农业总产值比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

0.034

A14 农村非农就业人员占比

农村非农就业人员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

0.019

A21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机总动力与耕地面积之比（kW/hm2）

+

0.022

A22 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每千农村人口拥有的农业科技人员数（人／千人）

+

0.037

A23 农田水利化水平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

+

0.018

A24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粮食总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比（t/hm2）

+

0.032

A25 耕地保有量

当年耕地面积与前一年耕地面积之比（%）

+

0.011

A26 农业信息化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联网计算机拥有量（台／百户）

+

0.038

A27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地方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

0.022

A31 土地生产率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与耕地面积之比（元 /hm2）

+

0.030

A32 农业组织化水平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参加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
户数（户／百户）

+

0.044

A3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

+

0.021

A34 农业防灾率

农作物防灾面积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

+

0.008

A41 森林覆盖率

森林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

+

0.033
0.055

A42 湿地面积占比

湿地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

+

A43 农药施用量

农药施用量与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t/hm2）

-

0.024

A44 化肥施用量

农用化肥施用量与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t/hm2）

-

0.018
0.031

B11 农村人均用电量

农村用电量与农村总人口数之比（kW · h/ 人）

+

B12 公路网密度

公路总里程与国土面积之比（km/100 km2）

+

0.039

B13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累计使用卫生厕所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比重（%）

+

0.019

B14 万人乡镇文化站数

每万农村人口拥有的乡镇文化站数（个／万人）

+

0.050

B15 千人村卫生室人员数

每千农村人口拥有的村卫生室人员数（人／千人）

+

0.024

B16 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占比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

+

0.015

B2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32

B22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

0.033

B23 农村物流渗透水平

农村邮递路线总长度与行政村总数之比（km/ 个）

+

0.010

B24 农村居民家庭移动电话数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百户）

+

0.019

B25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

0.025

B26 农村劳动力文盲率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村劳动力数占比（%）

-

0.025

B3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村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数占比（%）

+

0.020

B32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占比

认定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村庄数占行政村总数
的比重（%）

+

0.026

B33 全国文明村占比

认定为全国文明村的村庄数占行政村总数的比重（%）

+

0.024

B34 农村社会救助力度

农村低保居民人均低保救济费（元／人）

+

0.018

B4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

0.025

B42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指数

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比

-

0.020

B43 城镇化率

城市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

+

0.022

村现代化。其计算方法为 ：

MOD ⋅ CON
( MOD+CON ) 2

（2）

T = α1MOD + α 2 CON

（3）

D = C ⋅T

（4）

C=

属性

式中 ：MOD、CON 分别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的评价值，αi 为熵值法得出的子系统的权重。C

为耦合度，C 越大，说明子系统间的耦合度越高，
相互作用也就越强烈。T 为综合协调指数。D 是耦
合协调度，能衡量子系统整体发展的协同效应。
目前，国内一般常用廖重斌 [29] 所划分的协调
等级评价耦合协调状况，协调程度主要分为三大类，
失调衰退类∈ [0, 0.4)，过渡发展类∈ [0.4, 0.6)，协
调发展类∈ [0.6, 1]，再细分，可分为 10 种耦合协
调类型，
从极度失调∈ [0, 0.1) 到优质协调∈ [0.9, 1]，
反映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不断向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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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协同发展。
1.4 障碍度模型

0.5

为进一步分析制约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的因素，本文参考李春燕和南灵 [30]、陈强强等 [31]
的研究，运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
诊断影响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因素。特
选取 2006 年、2013 年和 2020 年对比分析主要制约
因素的变化情况，明确当前云南省的主要阻碍因素，
具体计算方法为 ：

0.4

农业农村现代化

U ij = Wi × wij

（5）

Eij = 1 − xij

（6）

M ij = EijU ij

n

∑E U

i , j =1

ij

ij

Ri = ∑ M ij

（7）
（8）

式中 ：Uij 为因子贡献度，反映个体指标对总目标的
影响程度 ；Wi 为第 i 个准则层的权重。Eij 为指标偏
离度，反映个体指标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之间的
差距。Mij 为个体指标对总目标的制约度。Ri 为准
则层指标的制约度。
1.5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指标数据主要来自 2006—2020 年《中
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交通运输统
计年鉴》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云南统计年鉴》
《云
南调查年鉴》等，部分数据通过中国文明网、中国
民政部和司法部官网、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官网整理、计算获取，
其中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值法预测和线性
插线值法获得。

2 结果与分析
2.1 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云南省 2006—2020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
平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综合发展指数从 2006 年
的 0.055 到 2020 年的 0.462（图 1）
，年均增长率达
17.19%。但是，云南目前仍处于刚起步阶段，农业
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和发展滞后的现状还依然存在，
与完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较大差距。
从子系统看，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从 2006 年
的 0.072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0.469，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4.79% ；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从 2006 年的 0.036 增
长到 2020 年的 0.454，年均增长率达 21.66%。农业

农业现代化

发展指数

农村现代化
0.3

0.2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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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10

20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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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
Fig. 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现代化的发展指数要高于农村现代化，但农村现代
化的增速明显快于农业现代化。
2.2 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结构特征分析
农业现代化由农业产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现代
化、农业经营现代化和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 4 个准
则层构成。其中在粮食单产、农业信息化和耕地保
有量水平的显著提升下，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指数
较高，而农业经营现代化受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
比的限制，发展指数较低（图 2）
。农业生态环境现
代化相比于农业产业现代化水平波动较大，关键在
于农药和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这也为农药化肥减量
增效，强化有机肥替代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提供了
空间。
农村现代化由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代化、农
村居民生活现代化、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城乡融合 4
个准则层构成。2012 年前，4 个准则层的发展指数
较为接近（图 2）
。在此之后，由于农村生活用电、
交通和卫生厕所等条件的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增加
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拉动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
代化和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 ；而与此
同时，云南属于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化率偏低，城乡居
民收入和消费差距较大，致使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指数明显落后。
2.3 云南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它能为
农村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农村现代化是农
业发展的依托，它能为农业各种资源要素形成生产
力提供空间载体，两者相互促进、交叉渗透，若实
现耦合互动和协调发展，能加快向现代农业农村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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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各准则层发展水平
Development level of various standard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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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云南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结
果显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很高，整体都在 0.94
以上（图 3）
，两者的关联度高，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强，在政策激励和运行机制的影响下，呈现一个高
耦合状态。
耦合协调度表现为持续增长，
从 2006 年的 0.227
增长到 2020 年的 0.680（图 3）
，表明两者逐渐走向
协调发展。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大致为失
调衰退（2006—2011 年）
、
过渡发展（2012—2016 年）
和初级耦合协调（2017—2020 年）3 个阶段，发展
趋势向好，但就目前仅达到的初级耦合协调程度，
更多表现为一种高耦合低协调的状态，两者虽交互
作用强，但并没有实现协调发展，不能很好的发挥
相互促进，互相繁荣的耦合乘数效应。由于资源的
有限性，在发展前期农业获得更多投入，农村基础
相对薄弱，但到发展中后期，农业的带动效应开始
显现，农村迅速发展，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农业。
鉴于云南气候的多样化、地形的复杂性和人口分布
的分散性，这与农业现代化内涵的标准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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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
现代化耦合协调度
Fig. 3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06 to 2020

规模化不相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从而
使得目前云南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表现出非
中高耦合协调水平。
2.4 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阻碍因素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 2006 年、2013 年和 2020 年测算
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子。2006 年和 2013
年较高制约因子排序一样，分别是农业生产现代化、
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代化、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
但在 2013 年这三者制约度的结构有所变化，其中
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制约度从 2006 年的 25.75% 降至
2013 年的 24.64%（图 4）
，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
代化、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制约度在 2013 年也
都有所缓解。在该阶段随着云南省持续加大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力度，实施百亿斤粮食增产、兴水润滇、
山区综合开发等措施，农村改革“四梁八柱”发挥
成效，全省在 2013 年粮食产量达 1 824 万 t，农业
总产值达 3 056.04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较 2006 年增加了接近 3 倍，
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增强，乡村社会得以发展。
2020 年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子与 2006 年和 2013 年相比，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制
约度呈上升趋势，从 2006 年的 9.85% 到 2020 年的
22.40%（图 4）
，成为 2020 年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中的较高制约因子。同时，农业生产现代化、
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代化对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的阻碍仍较高，一方面云南省目前在一定程
度上还存在农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产业融合发展
不够的问题，离打造全产业链还有一段距离。另一
方面，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的限制，
云南省还面临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
务水平和农业科技引领生产的挑战。
为更进一步深入探究阻碍云南省推进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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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准则层指标的制约度
Index restriction of criterions in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分别测算这
3 个时间节点具体指标的制约度，以障碍度大于 5%
为界，将其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结果显示，2020 年
阻碍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乡村旅
游收入占比、千人村卫生室人员数、千人农业科技
人员数、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养老服务机构
收养人数占比、农药和化肥施用量，制约度分别为
21.09%、18.55%、16.23%、10.84%、10.63%、7.27%
和 5.25%（表 2）
。一方面，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主要障碍因素向多维性和多重性转变，这一发现
与辛岭 [13] 相一致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农
村现代化主要障碍因素逐渐减少，农业现代化主要
障碍因素相对增加，这表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战略
政策，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综合改
革和城镇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特别是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发挥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农业明显面临加速
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乡村旅游收入占比是阻碍农业产业现代化最主
要的因素。2006 年其制约度为 3.20%，2013 年为
1.90%，2020 年大幅上升到 21.09%（表 2）
。云南省
被称为“动植物王国”
、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绚
丽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一直是云
南的支柱性产业，但由于受疫情影响，旅游接待人
次和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从而对云南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水平造成显著的影响。
千人村卫生室人员数和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
占比是阻碍农村公共建设与服务现代化的两个主要
因素。云南村寨分散、交通不便，从事村级卫生室
的医疗卫生人员收入偏低，从业意愿相对也较低，
另外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学历普遍
偏低，医疗技术和设施环境不足以满足农村居民的

需求。目前，农村出现空巢、留守、失能、高龄和
贫困老年人数量庞大的现象，村庄空心化和人口老
龄化进一步加大对养老资源的需求。而云南省农村
养老机构和设施缺乏、养老服务模式较为单一，农
村养老服务供给滞后，难以成为积极应对日益加剧
的农村老龄化的重要支撑，致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缺位。
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是阻碍农业生产现代化最
主要的因素。受云南特殊地理位置和少数民族因素
的限制，全省劳动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高素质农
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储备不足，且基层农业科技人员
年龄和知识老化明显，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能力
相对较弱，导致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和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云南省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的发展。
表 2 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Table 2 Main constraint factors of Yunn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年份

2006

2013

具体指标
万人乡镇文化站数

6.87

湿地面积占比

5.85

农业信息化水平

5.65

公路网密度

5.52

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5.32

万人乡镇文化站数

9.65

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6.90

公路网密度

2020

制约度（%）

5.68

乡村旅游收入占比

21.09

千人村卫生室人员数

18.55

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16.2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10.84

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占比

10.63

农药施用量

7.27

化肥施用量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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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是阻碍农业经营现代
化最主要的因素。2006—2020 年农林牧渔服务业产
值占比的制约度整体呈逐渐上升的动态变化特征。
自 2013 年以来，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制约
度加快增加，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农业产业发展不均
衡、农业机械化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农业经营主体
力量薄弱等因素积累放大，最终导致农业社会化服
务水平不足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是阻碍农业生态环境现代
化的两个主要因素。黄晓丹等 [32] 通过研究发现
2006—2015 年云南化肥和农药施用量都在增加，其
无论是年均增长率还是平均水平都高于其他 30 个
省份的均值。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云南致力于打
造绿色食品牌，走绿色、有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过度的农药化肥施用量会给云南生态农业的发展带
来巨大压力。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研究表明，2006—2020 年云南省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综合作用下使农
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呈快速上升态势。但其整体
水平不高，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完全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还存在一些差距。另外，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无法很好的发挥
耦合乘数效应，说明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
须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加快提高两
者的协调水平，实现走向农业农村高质发展的良性
耦合。
现阶段云南省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
还较为薄弱、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够，农业科技
支撑生产力度不足，重点体现在千人村卫生室人员
数、养老服务机构收养人数占比、乡村旅游收入占
比和千人农业科技人员数等方面。同时，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占比、农药和化肥施用量也是阻碍云南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针对主要障碍因素，
结合整体情况，以农业现代化为重点，重视农村发
展，加速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随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
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下沉研究对象至市域、县域及乡
村层面，因时因地完善指标体系，科学制定阶段性
目标，为梯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视角。
3.2 政策建议
1）以综合生产力提升和乡村建设为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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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必须从系统性、整
体性和综合性的视角出发，一体设计农业现代化与
农村现代化。一方面，不能淡化或偏离农业现代化，
应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以农业强带动农村美，
实现乡村富裕。另一方面更应注重加强乡村建设，
补齐农村各项硬件设施等短板，推进农村现代化，
为现代农业提供人才保障，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2）着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推进农
旅融合。立足于云南多样性资源，持续发展普洱茶、
花卉、蔬菜、水果、肉牛、中药材、咖啡、核桃等
高原特色产业，推动农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
体化，延长产业链，打造全产业链。充分利用当地
民族文化元素、特色产业和自然资源禀赋，构建全
域旅游新格局，发展体验经济，加强农业、旅游、
文化和健康养老等相关产业互融，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
3）强化完善村级卫生室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提升农村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加大对村级卫
生室医疗设施的投入，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提高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定期组
织培训，培养懂少数民族语言的专业医务人员，增
强医疗队伍建设。扩大农村地区养老服务机构配套
设施供给，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和
“互联网 + 养老”服务，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满足养老多样化需求，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充
分发挥基层公共服务的托底保障作用。
4）加强引进和培养农业科技人员，推动农业
科技创新引领生产。根据云南农业生产实际情况，
以科学技术为导向，加快农业科技转化成农业生产
力，进一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大量
引进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善于与少数民族农户沟通
的本土化农业科技人才，加大对农业科技人员的培
训力度，增强其对新品种、新技术的接受和操作能
力。另一方面，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农业快速发展。
5）加快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农业
经营现代化。强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设，培养具有地方优势的大农业小巨
人，着力构建“公司 + 基地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
等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培育烟草、普洱茶、花卉、
蔬菜、咖啡等特色产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开
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和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
服务，引导社会化服务主体依托信息技术，提升农
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占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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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续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施有机肥行动，
保障生态农业稳定发展。加强科学施用农药和化肥
引导，建立安全用药制度，持续推进农药、化肥减
量增效示范建设，采用综合防治农作物病虫技术，
使农药和化肥用量减少。大力推广使用畜禽粪便积
造的有机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夯实农业生态安全
基础，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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