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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在“ 城乡一体化冶 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以福州市郊新型农业模式为例

王松良1 ,兰万安2 ,吴婕妮1 ,陈选阳1 ,吴仁烨1

(1.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福州 350014;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州市委员会,福建漳州 363000)
摘摇 要:该文以福州市郊涌现的 3 个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社区支持农业、创意休闲农业和生态农庄为例,讨论

新型农业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战略功能,即通过解决城市居民食品安全和农民稳定收入为目标,推动城乡人
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促进城乡社区居民的互信、互助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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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尽管中共中央自 2004 年以来连续发布十一个

“一号文件冶 ,旨在推动“ 三农冶 问题的解决,但城乡、
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 可见,“ 三农冶 问

1摇 福州郊区白沙镇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模
式概述

题根源不仅在于 “ 农冶 本身,功夫更在 “ 农冶 外。 为

摇 摇 近年来,地处福州市西北部的白沙镇,着眼于对

代农业战略并举。 一方面,通过农村城镇化减少农

能性发 挥, 合 理 开 发 休 闲 农 业 和 生 态 旅 游 项 目。

民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生态相容型、城乡互

2010 年,白沙镇被列入市级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

此,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农村城镇化战略和发展现

助型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环境的维护和城乡一体化建
设,以期一举解决“ 三农冶 顽疾。
近年来,福建省以乡村社区大学为媒介创新农
村社会管理,带动大中城市郊区涌现许多诸如休闲
农业、生态农庄、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现代农业模

农村生态环境的整治和维护,大力提倡农业的多功

点镇,定位打造“ 一城、两区、三线冶 ,成为名副其实
的省会城市福州的“ 后花园冶 。

目前,该镇拥有以休闲农业、家庭农场等形式运

作的农场、农园共 5 个。 以借鉴国际最新农业发展
模式的佳美市民农园,成功运作多年的著名乡村旅

式,为建设生态文明型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发挥重

游点、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白沙湾生态农庄最具代

要作用。 本文以福州市郊区白沙镇近年出现的新型

表性。 而正在开发创意休闲农业群的孔源村也以其

农业模式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座谈的方式,依

优越的自然、交通、区位条件创建创意农业基地,得

次了解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创意休闲农业群和生态

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有望成为福州市民体

农庄的运作、经营及其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功能,试

验农业、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图通过解剖“ 麻雀冶 ,进一步探讨新型农业模式在推

1. 1摇 佳美市民农园———福州第一个“ 社区支持农

趋势提出思考和建议。

摇 摇 位于白沙镇林炳村的佳美市民农园,顾名思义,

进福建省“ 城乡一体化冶 的功能,最后对它们的发展

业冶 发展模式

就是为福州城市市民提供农产品的农场,由福建农
林大学农学专业 2007 届毕业生魏长于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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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至今整 5 年,是福州市第一个按照瑞典、美国、
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方兴未艾的社区支持农业
(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为 蓝 本 而
建,采用“ 社区支持、公平贸易、保障安全冶 模式种植
销售福州市民日常必需的蔬菜和粮食( 五谷杂粮) 。

目前,佳美市民农园已租用当地农田 10 亩,另

有当地农户 7 户加盟,共有农地将近 40 亩,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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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农业模式生产无公害蔬菜和五谷杂粮( 主要是
传统的稻米) 。 农园每周定期送菜 2 次,为现有的
福州市社区 200 多户市民会员配送“ 从农田直达餐
桌冶 的健康蔬菜和五谷杂粮等 60 多个品种,时有水

果、畜禽肉蛋配送,基本满足这些社区居民客户对蔬
菜的日常需求。 现在,该农园有越来越多原本应用

也发挥休闲农业中的科普教育功能。

2摇 福州郊区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福建
省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功能

摇 摇 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
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

农药、化肥种植的蔬菜种植家庭农户的加盟。

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

1. 2摇 孔源村的创意休闲农业———福州“ 美丽乡村冶

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取得互信、互助和互动的过

的践行者

程,也是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

摇 摇 孔源村自然生态保护良好,很早成为福州市郊

展的过程。 而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周边不

利用发展的农田 4 公顷集中连片,村内井下溪、东溪

过程的重要载体。 福州郊区白沙镇 3 种新型现代农

业开发条件。 先前,孔源村入驻若干省直单位,孔源

体,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村依靠传统农业和外来人口的商业活动来拉动。 省

2. 1摇 CSA 是解决城乡居民食品安全难题的重要通

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孔源村现有耕地 11 公顷,可

断出现的新型现代农业模式是实现这些复杂而长期

穿村而过,土地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具备良好的农

业发展模式已成为福建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

直单位搬迁后,空置的厂房土地除了少部分发展立
体种植农业之外,还吸引了商业投资。 目前,原省直
机关旧址地块由福州“ 窈窕淑女集团冶 投资改建,拟
将其规划为创意休闲农业群,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休
闲需求。
此外,孔源村还邀请福建农林大学休闲农业研
究所的专家进行创意田园的规划,将村内 4 公顷的
农田,以春华园、 夏盛苑、 秋实庄、 冬 青 园 ( 四 季 田

道———以佳美市民农园为例

摇 摇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典和日本相继兴起。 中
国最早的 CSA 是创立于 2008 年的北京小毛驴市民

农园,此后 CSA 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在中国,
“社区支持农业冶 的“ 社区冶 指的是城市里的社区( 因
为农村尚无社区组织) ;“ 支持冶 意味着资金上的预
付帮助生产者启动生产。 它将农民( 生产者) 和城

园) ,立春绣、立夏绣、立秋绣、立冬绣( 四季景观绣

市居民( 消费者) 直接联系在一起,接受能够维持农

道) 为创意,通过选择高优品种和不同时间生产茬

场可持续经营的食品价格,预先支付费用认购食品

口的安排,打造创意田园的景观效果并提升农田的

份额。 通俗地说,消费者也是农场的“ 股东冶 ,需要

种植效益,走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之路。 目前他们也
关注佳美市民农园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拟加以整
体引进,发展家庭农场。

与生产者共同承担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导致的歉收
等。 生产者则以提供新鲜安全的食物作为回报。
调查者在与佳美市民农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座

1. 3摇 白沙湾生态农庄———福州“ 农家乐冶 的先行者

谈中了解到,在其总共 5 年的发展中从最初的一两

的品牌农庄,目前农庄经营的项目包括植物观赏、瓜

关注健康 和 环 境 的 精 英 群 体 的 认 可, 发 展 为 拥 有

果采摘、休闲娱乐、农家餐饮、户外拓展运动等,成为

200 多个福州市社区居民份额持有者,宣传了食品

白沙湾生态农庄是福州市郊餐饮休闲观光农业

城市居民推崇的热门周边游景点之一。 每到周末,

位老师和熟人的支持,到现在得到高校教师、医生等

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加深了农民( 生产

农庄吸引了许多来自福州的家长和孩子们前来与他

者) 和城市居民( 消费者) 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使二

们久违的“ 自然冶 、“ 农业冶 亲密接触,享受真正的“ 农

者建立了友好关系。

家乐冶 。

从农庄创建开始,出于立足和发展的考虑,老板

便注重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共赢。 许多休闲旅游农业
项目都是由当地农民自己经营的,让利于当地,实现
互动。 目前,在已有项目的基础上,生态农庄正在开
发亲子教育旅游,实现有限资源的转变和提升,同时

从农业多功能发挥层面看,佳美市民农园运作
的 CSA 模式,推行健康农作法和永续生活,能够在
生产过程同时实现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食物数
量上的安全) 和食品安全( Food safety,食物质量上
的安全) ;从社会功能发挥层面看,CSA 模式消除了
中间商对价格的操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

王松良等: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在“ 城乡一体化冶 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67

贫富隔阂,促进城乡居民真正的互信、互助和互动;

地交流学习,选育优秀品种,提高种植技能。 而作为

从生态功能发挥层面看,通过无公害的耕作,摒除长

农场负责人的魏长,农村长大科班出身,具备专业素

期农药、化肥农业对农业环境特别是土壤环境的危

养,与行业交流较频繁,同时还有中外志愿者及农业

害,维护地力的常新壮,获得健康的生产力和产品。

专家们的互动协助。 佳美市民农园在种植水稻时,

佳美市民农园 CSA 的具体功能分析如下:

尝试选取了亩产 700 多斤的林炳村自留常规种,而

全健康的农产品。 佳美市民农园所有无公害耕种过

用了生态农业中“ 稻鸭共作冶 的方式种植水稻,免除

(1) 实施参与式保障体系,提供城乡所需的安

程完全对消费者开放,欢迎消费者经常来参观、监

不是购买亩产 1 000 斤以上的杂交水稻。 同时,采
药害,生产出了真正可口、安全的优质大米。

督。 座谈上农园的管理者表示,他们就是以真人、真

社区支持农业在国外已推行二三十年,其核心

地、真东西呈现给消费者。 消费者们可以自行前往

在于重建人们和土地与农业生产自然和谐的关系,

农场,了解耕作情况,农场还设立了 QQ 群,创办了

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等关系。 与大型的工业化

简报《 南瓜藤》 供会员和种 植 者 交 流、 互 助、 学 习。

农业生产不同,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按需生产的方

佳美市民农园采用有别于技术测定认证形式的参与

式。 福州郊区白沙镇佳美市民农园以 CSA 为发展

式有机认证,非常认可《 良好农业规范》 和《 有机农

模式不仅平衡了生产者的收益,确立了其在食品安

业标准》 ,生产过程均有记录,乐意接受消费者及相

全链中的重要地位,还在精神上拉近了城乡的差距,

关人员的现场考察,持续改进、做得更好。 佳美市民

避免原先 贫 富 造 成 的 隔 阂, 逐 步 消 除 了 长 期 城 乡

农园的农产品从耕种的田地,一经采摘、装箱,专车

“二元冶 结构造成的固有矛盾,是发展城乡一体化的

送达消费者家门口,最长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短距
运输、快捷方便、安全环保。

(2) 加强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实现城乡居民

互助、互信、互动。 佳美市民农园的模式不仅满足了
城市里寻求安全食品的消费者的需要,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种植者的观念,对消除消费者和生产者
的食品信任危机有一定促进作用。 例如在佳美农

可行路径。

2. 2摇 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向传统乡村生态文明
回归促进城乡一体化
摇 摇

经过 30 年的所谓“ 工业文明冶 的喧嚣之后,越

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高 GDP 之路付出的是沉重的
生态环境破坏代价。 特别是近 10 年来,纯经济化的
农业实际上走的是高化肥和农药的产量农业,使生

场,假期到来时,会员便会自发举家前往农场参观,

态上的破坏不断延伸到农村,使后者丧失千年的乡

而春节期间,农园管理者也计划带领农民进城到消

村生态文明传统。 因此,中共十八大同时提出了资

费者家拜年。 此外,在管理者的组织下,二者可以共

源节约型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同参与诸如生产竞赛、美食制作、健康讲座等趣味文

据调查,不论是佳美市民农园的 CSA,还是孔源

化活动,丰富了大家的休闲时光,有助于城乡生活方

村的创意休闲农业群,还是白沙湾生态农庄模式,其

式和文化知识的交流和融合。 佳美市民农园在年初

共同特点小规模经营,注重打造“ 生态冶 牌,实现对

招募会员,按照会员的需求,制定全年的种植计划,

农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回归传统乡村应有的

按需生产、杜绝过剩。 每次的价格调整也会实现透

生态文明之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同时也都

明公开,与会员共同商议。 会员加入时根据自己所

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自然的田园风光、乡村生活和农

要的份额预付款项,且允诺共享收获,共担风险。 农

耕文化。 如佳美市民农园的 CSA 坚持传统的有机

民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后,便不会担心因为自然灾害、
市场变化而影响收入。

耕作,重新启用中国坚持千年的有机肥和农田多样
性种植方式,绝对杜绝化肥、农药的使用,实现了农

(3) 回归传统农业生产,保障了城乡食品安全

业的低碳、低污染、低能耗,维护地力的常新壮,保障

和地力常新壮。 与大型工业化农场相比,佳美市民

食品安全;孔源村打造的创意田园将坚持严格的植

农园采用以家庭为单位,一家老小参与生产,回归传

物多样性配置原则,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种群

统农业生产,精耕细作。 随着消费群的逐步扩大和

稳定的群落复合结构,形成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景

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佳美市民农园的生产者们必

观,提高观赏性,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要求。 这都对

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保证供给,因此他们会自发

保持农田的生态平衡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白沙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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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庄的经营者林祥镇更是提出“ 无生态不休闲冶

群的众多农户经营单位间,村委会或上级政府部门

的信念,构建和谐的田园风光让城市居民回到久违

将成为有效的组织者,也可以通过培育像魏长这样

的“ 自然冶 和“ 农业冶 之中。

的高素质家庭农户来替代村委会和政府部门,让创

2. 3摇 家庭农场成为延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走

意农业走向更有创意的明天;白沙湾生态农庄的休

向规模化的主要过渡形式

闲农业经营中,林祥镇领导的公司是组织发起者,一

摇 摇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实施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

切经营的项目和方式都是由公司发起,这个可能是

任制至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到极点,再无潜力

利益均沾的合作社组织,同时也实现了部分的风险

可挖。 相反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已使大部分的农

共担。

民特别青壮年农村居民永远退出了农业领域。 因此

3摇 福州郊区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发展

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规模化农业和新农民更替的呼
吁此起彼伏。 2013 年的中共中央“ 一号文件冶 首次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 家庭农场冶 概念,将是延续中国实施 30 多

摇 摇 据调查,福州郊区出现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模

形式而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境,经营管理方式仍处在摸索阶段,在发展过程中还

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的过渡
本次调查也表明,佳美市民农园的发起者是一
个家庭农户,而且是一个具备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

式尽管取得一些成绩,但在面对恶性竞争的市场环
存在着诸多问题。
(1) 缺乏政府相关部门支持。 虽然近年来国家

高素质农户,是当代新农民的代表。 他们吸引的其

开始倡导家庭农场和资本、技术下乡,但支持纯农业

他 7 户农户家庭尽管原来也是传统的农民,但在良

发展的政策、资金和技术很少见。 对于佳美市民农

好的、健康的学习环境中,他们的思想素质、经营理

园来说,由于其采用全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更需要

念和技术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而未来孔源村的创

相关部门的资助和支持。

意休闲农业群也将定位在该村愿意留下来的农户经

(2) 缺乏专业化农业管理人才。 座谈中,白沙

营,体现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白沙湾生态农庄从创

湾生态农庄指出,白沙湾生态农庄乃至整个福州郊

立伊始,就与当地农户家庭承包经营项目,实现“ 公

区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人才缺失。 普通

司+农户冶 的双赢。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管理专业人才欠缺给农

2. 4摇 有效的合作能使小型家庭农户组织起来应对

庄的发展带来困扰。 此外,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经

摇 摇 中国农业生产者在市场特别是全球性的市场竞

热情逐步下降。 因此,农庄的服务模式和质量都有

市场风险

过 5 年的经营后,市民对白沙湾生态农庄的关注和

争中逐步缩小了份额,这与小型分散的农户与大市

待提升,在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人力资源成本居高

场的对接成本有关,更与微小的农户经营单位没有

不下的情况下,服务人员素质难以提高,服务质量的

组织和代言人密切相关。 如果按中共中央 2013 年

提升则难上加难,休闲农业的经营难以突破,其联系

的模式将在一定时期内健康存在,必须建立一个有

政府部门和同业组织的关注。

“ 一号文件冶 所要求的,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单位

城市和乡村的功能不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些都需要

效的合作社把他们组织起来应对自大市场( 特别是

(3) 缺乏有效的经营模式。 农园在发展过程中

国际市场) 的风险。

会存在经营上的问题,如配送成本高,配送时间受

在佳美市民农园总共 8 户的家庭农场组织构成

限。 佳美市民农园所处位置距离市中心近 1 小时车

织的“ 司令部冶 ,不管最初 CSA 理念引进和实现、还

个家庭配送。 由于份额家庭较为分散,配送的时间

是如何在经营中持续满足社区居民的变化需要,乃

和距离都较长,成本支出高昂。 因此附加在每个社

至目前着力推行的参与式质量保证体系,都是在魏

区居民蔬菜份额上的单位费用也相应增高。 再如,

长这个大学毕业生农民的有效组织下达成的。 每周

缺少多方位宣传途径,招募新会员形式单一。 佳美

四晚上似乎成为这个合作社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学

市民农园吸纳会员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口碑传播,

习、交流和决策的大餐;在孔源村未来创意休闲农业

即通过老会员口口相传实现,而不是现代传媒渠道

中,新型农民魏长的家庭正是这个有效的合作社组

程,且因为受到市区交通管制,只能在夜晚驱车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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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园存在意义、CSA 的实质与功能进行大范围宣

保护措施。 二是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如出台土地流

传。 吸引会员形式单一,会员数量有限。

转向 CSA 模式倾斜以及土地租金补贴、大型展销会

4摇 发挥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在城乡一体化中
功能的思考及建议

摊位补贴等政策。 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到生产一线进
行科学研究,提供技术保障。 三是制定技术创新扶
持政策。 从基地建设、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市场开

摇 摇 现阶段中国“ 三农冶 问题依然严峻,再次成为中

拓等方面加以扶持,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央已连续出台 11 个“1 号文件冶 号召发展“ 现代农

通企业参与农产品市场建设。 把 CSA 模式推广与

确的定义。 实际上,“ 现代农业冶 仅仅是相对于“ 近

观光农业、科技农业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生态型都市

代农业冶 或“ 传统农业冶 的时空演变概念。 在中国现

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是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农业的理解偏向于 200

要运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整合现有各类财政支农

力,依赖大量化石能源投入换来高产、高效商品化农

农场和农民在税收和认证费用方面给予减免。 由财

共中央工作的“ 重中之重冶 。 从 2004 年开始,中共中

参与其中,建设生态型农业生产基地,鼓励大中型流

业冶 ,解决“ 三农冶 问题,但都没能对“ 现代农业冶 有明

发展都市农业、生态农业、高端农业、休闲体验农业、

年前源于美国的 “ 现代石油农业冶 , 即以科技为 动

专项资金,集中财力资源扶持发展,对 CSA 模式的

业。 中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更强化了以科技

政通过加大对农户保费支持或保额支持的力度,大

和石油密集投入,在农业产量获得一定增加的同时,

幅降低生产风险。

生产赖以发展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肇

(2) 从对农业本质的重新认识构建中国现代农

始于 2010 年耕地重金属污染后的“ 镉米冶 事件就是

业体系。 加拿大农学家 Caldwell 博士认为,农业是

化,以追逐经济效益 ( 利益) 为唯一目标的现代 农

术、政治学和社会学冶 。 农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

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另一方面,把农业完全推向市场
业,割裂生产者 ( 农民) 和消费者 ( 城市居民) 的关
系,强化城乡二元体制和深化“ 三农冶 问题。

可见,新阶段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和
重点仍然是解决“ 三农冶 问题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
“ 城乡一体化冶 战略,以及向世界承诺的低碳排放农
业。 考虑到 “ 三农冶 问题的新 特 征, 即 表 现 农 村 经

“ 把太阳 光 转 化 为 人 们 健 康、 幸 福 生 活 的 科 学、 艺
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
不能完全走其他产业的货币化、市场化之路。 农业
也不仅仅是“ 经济学冶 ,更应该是“ 生态学冶 和“ 政治
学冶 ,要用“ 生态学冶 原理构建和谐的产销体系,以特
殊的政策加以持久地保护。

(3) 依法规范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做到农业一、

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难题,中国现代农业体系构建

二、三产的真正融合。 延伸产业链,促进种养加结

的目标不仅仅是技术的研制、推广和应用,更应着眼

合,农工商一体化,专业即分工又合作,使农业回归

于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的把握,以彻底解决新“ 三

成为真正的产业,还农民大量流失的产后利润。

农冶 问题存在和深化的落后生产关系。 为此,笔者
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4) 在土地( 耕地) 确权的前提下,促进农业走

向一定程度的规模化、专业化。 通过扶持社区支持

(1) 政府应积极扶持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就中

农业的发展,重新构建生产者( 农民) 和消费者( 城

国国内情况看,CSA 的发展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均

市居民) 的信任、互动、互助关系;通过发展生态农

面临着不少挑战,比如农村种地人越来越少,人力成

业和有机农业,促进农产品生产、贸易组织与资源利

本越来越高;农业基础设施差,乡村公共服务落后等

用的创新,保障食品安全。

问题。 作为 新 型 农 业 发 展 模 式, 处 于 发 展 阶 段 的

(5) 充分应用和整合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村、

“ 社区支持农业冶 发展模式,需要政府从政策、土地、

农业、农民信息化。 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在思想教育、

资金等方面加以扶持。 一是要研究政策。 成立工作

政务信息、文化教育改变“ 三农冶 软实力,更能把农

领导小组,组织人员专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

业科技推广与服务、农资集团采购、产品网络推销等

由有关部门聘请专家学者,尽快制定发展规划,突出

一体化,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

各地的地域特色,在水源、环境、土地、道路等条件较

质的提升。

好的区域实行规划,对经过认证的基地实行严格的

(6) 加强农林院校学科整合,建设农业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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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科。 以此彻底扭转学科细化下的“ 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冶 现象,培养具备系统视野的大学毕业生和
“ 三农冶 工作者。 建设乡村社区大学,发展农村、农

民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农民的职业化,培养他们在
农机、养殖、主粮、蔬菜、花卉、农资及科技服务、农场
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就业
素质和产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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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three newly emerging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agriculture including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reative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farm in Fuzhou suburb as examples,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functions of the new pattern agriculture in constructing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iming to solve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for urban consumers and stabilize the income of rural farmers, the new pattern of agriculture
may promote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technology, capital and resour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鄄
eas,as well as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interaction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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