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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基建、人才与政策
杨邦杰
( 致公党中央委员会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ꎬ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ꎬ伴随着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孩子进城上学而产

生了乡村衰退的问题ꎮ 通过十年来国内外的调查研究ꎬ结论是乡村振兴要关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才
培育与政策研究等ꎮ
关键词: 乡村振兴ꎻ产业ꎻ基建ꎻ人才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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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不断推进城市建设ꎬ以
促进经济发展ꎬ提高国民生活水平ꎮ 中国随着经济

１.１

发展现代农业
乡村产业中农业是第一位的ꎮ 发展现代农业ꎬ

发展ꎬ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ꎮ 伴随着城市发展、农村

是乡村振兴的重任ꎮ 北京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城ꎬ上

劳动力涌入城市、孩子进城上学产生了乡村衰退ꎬ出

海郊区的高效农业与休闲农业ꎬ天津现代设施农业ꎮ

现空心村ꎬ许多村庄只有老人ꎮ

山东的蔬菜、东北的大米、吉林的玉米、河南安徽苏

十年来ꎬ我们组织调查研究ꎬ在国内外研究乡村
发展ꎮ 不论社会到何种发达的程度ꎬ人总是要吃饭

北的小麦、舟山的水产养殖、新疆、内蒙、西藏都有特
色农业ꎮ

的ꎬ粮食也只能从土地里产出ꎬ所以ꎬ农业是永恒的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ꎮ 粮食生产

产业ꎮ 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潮潮起潮落ꎬ要走的人走

区国家有补贴ꎬ土地的集中经营带来生产方式的转

了ꎬ但总是会有人去做农业的ꎮ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

变ꎬ也带来经济收入改变ꎮ 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

断进步ꎬ农民会越来越富有、农业会越来越发达、农

南美大农业的发展也许只有东北新疆可学ꎬ但东亚

村会越来越美丽ꎮ 调研与思考的结论是乡村振兴要

小规模土地经营的成功经验也是可以交流的ꎮ

关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才培育与政策

我在上 海 调 研 时 上 海 领 导 说ꎬ 上 海 农 业 不 到

研究ꎮ 全世界是命运共同体ꎬ中国的农业要走出去ꎬ

ＧＤＰ 的 １％ꎬ但农业农村必须保护ꎬ历史文化传承ꎬ

看看别人怎么做ꎬ也展现中国数千年农业经验与乡
村文化ꎬ展现中国的自信ꎮ

１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中国地大物博ꎬ有不同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

人文传承等ꎬ造就了中国乡村不同的发展路径ꎮ 为
了总结各地农业与农村发展经验ꎬ探索各具特色的
发展成果ꎬ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ꎬ１０ 年来ꎬ我们
进行了大量的农业与农村调研ꎬ近 ５ 年来又组织致

公党各地方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中国乡村发展模式
研究ꎮ 通过调研乡村典型发展案例ꎬ为全国提供可
复制、可借鉴的经验ꎮ

环境保护与休闲ꎬ蔬菜副食的应急供应ꎬ都靠乡村ꎮ
１.２

旅游推进乡村建设
由于城市发展ꎬ乡村成了稀缺资源ꎮ 乡村游不

但保护了乡村ꎬ也成为乡村经济发展兴旺的重要途
径ꎮ 中国辽阔的疆土ꎬ悠久的历史文化ꎬ多民族的风
情ꎬ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源泉ꎮ 许多乡村的发展是
旅游拉动的ꎮ 北京郊区的古北口、皖南宏村西递、浙
江的乌镇、湖南的凤凰边城、江西婺源、川西茶马古
道等ꎬ多少乡村靠旅游而新生ꎮ 南欧的意大利、西班
牙、希腊山区的古堡小镇也是如此ꎬ土地贫瘠ꎬ全靠
旅游度假而兴旺ꎮ 悠久的历史文化永远让人怀恋ꎮ
１.３

环境改善发展生态旅游
十九大报告指出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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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ꎮ 必须

作者简介:杨邦杰ꎬ研究员ꎬ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ꎬ全国人大

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ꎬ坚持

常委、全国人大华侨委副主任ꎮ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ꎬ像对待生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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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生态环境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ꎬ实行最

发展、规划与建设的统筹兼顾ꎬ善于总结中国各地乡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ꎬ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村的经验教训ꎬ发现乡村发展模式ꎬ推广乡村发展经

活方式ꎬ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验ꎮ 从全国情况来看ꎬ传统乡村保护以及乡村旅游

明发展道路ꎬ建设美丽中国ꎬ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

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为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注入了崭

活环境ꎬ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ꎮ

新的、持续的和不竭的动力ꎮ

退耕还林换来青山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入人心ꎬ中国大地树林覆盖率增加ꎬ乡村的环境整
治ꎬ山清水秀的乡村生态游成为许多偏远山区乡村

２.２

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与城市现代化形成对比ꎬ

需要统筹规划安排ꎮ
(１) 生 产 性 基 础 设 施: 如 农 田 水 利 建 设ꎬ 都 江

致富的源泉ꎮ
在西藏林芝ꎬ冰川映衬着森林ꎬ碧湖倒映着雪

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

堰、红旗渠至今发挥重要作用ꎮ 土地整治改造中低

山ꎬ林芝夏季平均温度 ２０℃ ꎬ是西藏海拔最低、气候

产田地ꎮ

节ꎬ想到了江南ꎮ 日喀则头枕喜马拉雅山ꎬ怀抱雅鲁

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有公路村村

藏布江ꎬ生态旅游成为农牧民致富的源泉ꎮ 新疆、内

通ꎬ还有电视村村通ꎮ 农村住房改造ꎬ牧区的定居ꎬ

蒙的草原ꎬ青海湖的油菜花开ꎬ川西的雪山峡谷ꎬ还

扶贫搬迁ꎬ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ꎮ

(２) 生活性基础设施:如饮水安全、农村沼气、

最温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ꎮ 桃花盛开的季

(３) 生态环境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

有民族的歌舞ꎮ 就是延安城外的黄土沟壑ꎬ现在也
是郁郁葱葱ꎮ 在阿拉善的沙漠深处ꎬ我访问一家牧

系ꎬ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湿地保护和建设、

民ꎬ现在的收入主要靠游客来旅游吃饭ꎮ 这些偏远

退耕还林等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当前生计和长远

的地区ꎬ旅游带来收入ꎬ带来乡村的发展ꎮ

发展问题ꎮ

１.４

(４) 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

依托工业强村富民
江苏、浙江、广东乡村的发展首相是从工业的发

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ꎮ 社会的捐赠普遍集

展而发展的ꎮ 产业门类如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化肥、

中在学校、卫生所、图书室建设ꎮ 还有支教与医疗支

饲料加工等ꎬ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食品、服装、造纸、纺

援ꎬ改善了生活条件ꎮ

织等农副产品加工ꎬ为大工业服务的采矿和原材料

我总结了乡村调研四句话:一看房二看路ꎬ三看

初加工ꎬ为加工工业服务的产品生产与协作ꎬ为基本

环境四看树ꎬ看地里看家里ꎬ还要看看村干部ꎮ 也就

建设服务的建材生产与建筑经营ꎬ以及为出口服务

是说ꎬ发展好的乡村总是会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的:

的手工艺品生产等ꎮ 乡镇工业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

房好路好ꎬ水清树茂ꎬ耕地保护好ꎬ庄稼好ꎬ农家好ꎬ

的自然资源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ꎬ对增加农民收入和

好的乡村一定有好的带头人ꎮ

就业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

有乡村企业ꎬ有集体有收入ꎬ也是美丽富裕村庄
的普遍特征ꎮ

２

２.１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１

人才是关键
农村工作队伍
发展好的乡村一定有好的带头人ꎮ 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培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

乡村保护

村、爱农民的“ 三农” 工作队伍ꎮ 好的乡村ꎬ一定有

中国传统的乡村在加速消失、新型的乡村在逐

好的带头人ꎮ

步建设ꎮ 保护乡村及其文化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
中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ꎮ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遵循乡

３.２

学农的学生
学农的要下乡去ꎮ 农业大学的学生很少去务

村自身发展规律ꎬ要留得住青山绿水ꎬ记得住乡愁ꎮ

农ꎬ在其他国家很少见这样的情况ꎮ 发达国家的农

保护乡村不仅保护了中国的文化传统ꎬ而且还留住

场主一般都受过农业高等教育ꎮ 中国近年来有了改

了我们民族的根ꎮ 保护乡村不仅能促进乡村旅游的

变ꎮ 农民进城了ꎬ土地流转带来机会ꎮ 一些企业家ꎬ

发展ꎬ而且也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ꎮ 因此ꎬ在当今

一些学农的年轻人下乡发展现代农业ꎮ 为现代农业

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ꎬ乡村发展一定要重视保护与

发展ꎬ为乡村发展ꎬ带来动力ꎮ

３

杨邦杰:乡村振兴:产业、基建、人才与政策

３.３

农业科技专家学者

治与乡村发展ꎬ东南亚的期望ꎬ非洲乡下人的幸福

从事农业研究的人一定要去做推广ꎬ不能发文

观ꎬ北美南美澳洲的发展空间ꎬ中亚的潜力ꎮ

章、开鉴定会而结题交账ꎮ 做推广的不研究ꎬ做研究
不推广的机制要改变ꎮ

４

４.１

政策研究
农村与农业政策
十九大报告已有全面论述与战略部署ꎮ 农业农

美国人 １００ 年前写书« 四千年农夫» ꎬ瞻仰东亚

数千年的农耕技术ꎮ ２０ 年前我在西澳用中国的传

统沟种ꎬ解决干旱地区斥水土壤的出苗问题ꎻ在中部
非洲与 当 地 讨 论 粮 食 生 产ꎬ 我 想 到 不 用 “ 现 代 技

术” ꎬ只需中国的农耕传统与起早摸黑的习惯就行ꎮ
北美欧洲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ꎬ房前屋后就会种上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ꎬ必须始

葱蒜小菜ꎮ 在中国的偏远乡村ꎬ见到土地庙ꎬ体会对

终把解决好 “ 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ꎮ

土地的敬仰ꎬ在祠堂见到家训ꎬ村里村外的风水树神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山圣水ꎬ体会到乡村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ꎮ 中国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ꎬ建立健

走出去ꎬ不仅有高铁ꎬ还有中国的传统农耕技术与农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ꎬ加快推进农

耕文化ꎮ 这些技术与文化ꎬ是中国数千年可持续发

业农村现代化ꎮ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ꎬ深

展的根ꎮ 走出去ꎬ为全球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ꎬ 完善承包地 “ 三权” 分置 制

与文化ꎬ展现中华民族自信ꎮ

度ꎮ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ꎬ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ꎮ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结论
研究中国 乡 村 发 展ꎬ 就 是 研 究 中 国 “ 三 农” 问

度改革ꎬ保障农民财产权益ꎬ壮大集体经济ꎮ 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ꎬ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ꎮ

题ꎬ研究中国小康社会建设ꎬ研究中国的可持续发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ꎬ完善

展ꎮ 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ꎬ如何破解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ꎬ培

贫困问题、乡村振兴ꎬ成为事关中国以至全球可持续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ꎬ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ꎮ 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ꎬ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ꎬ拓宽增
收渠道ꎮ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ꎬ健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ꎮ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 工作队伍ꎮ
４.２

国家产业布局带来乡村发展
城市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

发展的重要论题ꎮ
乡村振兴需要重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
育ꎮ 怎样让种地的农民是学农的学生、是研究农业
技术的专家学者ꎬ需要相关政策安排ꎮ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ꎬ最基本的是全世界的粮
食问题、农业问题、乡村发展问题ꎮ 政策研究已有长
期历史ꎬ但需要有全球视野与思考ꎮ 还有许多问题
相关立法还需跟上ꎬ以解决实际问题ꎮ

起来ꎬ有其客观规律ꎮ 城市也不是孤立存在ꎬ它与乡
村之间在人口流动、就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变更
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城镇化的急速推进还
引起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乃至乡村经济、环境的激
烈动荡和变化ꎮ
需要学术研究ꎬ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ꎮ

５

全球视野:走出去ꎬ看看人家怎样振兴乡

村ꎬ也为世界贡献中国数千年农耕经验与乡
村文化
乡村振兴是全球性的问题ꎬ走出去看看别人怎
样做的ꎮ 例如欧洲乡村的保护ꎬ东亚乡村的土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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