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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在此为确保达到我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基本战略
要求,为实现三农振兴,解决以往遗留的问题,当地有关部门应助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实现我
国民族伟大复兴。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关系以及相应的措施,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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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relatively fas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basic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pos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me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left over in the past, the relevant local departments should help promot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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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2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家经济发展中,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

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以农村脱贫致富理念,确

作用,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根本。当前,在实施“新农村”

保实现产业发展、农民致富等效果为主导方向。在这一背景下,

战略的同时,农村经济状况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

乡村振兴不仅为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对后续

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策略来保证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农村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可

从而为我国整体发展作出贡献。

解决以往存在的实际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理念才使得农业农

1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村经济与乡村振兴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关系,也成为了我国民族

1.1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

复兴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实现

根据调查,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共同富裕必然。此外,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宏观调控,

较慢的基本原因是农村劳动力问题。由于部分青壮年选择外

才可确保各项工作得以协调发展,才会为今后的农村经济发展

出务工,导致我国农村现存劳动力一般为老人、妇女,在无法

指明正确的方向。

提高实际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所产生的规模也达不到社会所

2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需的基本要求。在此,国家制定了以丰富农村经济发展形态、

2.1保证小农模式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联系

适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当前,

现阶段,我国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从而确保了我国社会经

从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视角看,为确保全面实现农村经济持

济达到良好的发展业态。应明确保证我国小农模式与现代化农

续发展,必须要进行政策变革,构建新型的发展体制,使其具

业发展的结合效果。一般来说,在集体经济发展状态下,结构类

有现代化特征。

型具有家庭承包、股份合作以及其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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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股份合作制,即农民自身为股民,把自己的农场投资

施投入较少,导致现有的农田水利建设、机械设备建设以及相关

当成股票,在农民自身的农业生产以及经营管理中,可将自身所

学术研究无法结合当下社会需求,也没有展示出与时共进的特

产生的实际收益当作股金,并以自身持有的资金当做自己的资

点。这种情况导致无法真正促进农村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

产。在此,当地合作社应调查好农民的实际情况,并确认农民达

由于投入的资金较少,农业基础设施一直建设的不够完善,导致

到了股份合作制的基本要点,以证实农民自身的股东身份。在农

农民缺乏对设备养护的意识,从而存在较大的技术缺口,也导致

民借助股份合作制后,可确保发挥该农民在整体农民群体中产

农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无法得到提高。

生的具体效应,并以此形成合力共进、协同共进的发展效果。在

3.3农业科技创新推广机制不完善

依据人员、资金等共同的产业链形成整体后。可满足当地农产

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对于提高农业农村

品提质增效的效果,并且也杜绝了同质化的产物,以实现农村自

经济至关重要。在此,我国应以科技手段为主导,当地应明确引

身经济的持续增长,解决以往存在的产业规模不大、农产品销量

入、推广、宣传有关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但由我国科技创新

无法提高等问题。

自身发展水平不强,在各地开展推广与宣传工作时,推广人员不

2.2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够了解科技创新技术的现象居多,这给推广工作带来了一定的

从世界各地来看,我们的国土资源比较丰富,但耕地较少,

限制。

而且我国农业人口占比重较大。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工业发展不

与此同时,由于当地部门对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导致部

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应有的水平。但也正是因为上述种

分装备、技术创新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后劲

种制约,使得我国的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保持着小农经济

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总体趋势难以跟上农

发展的体制,“大国小农”的基本趋向并未改变。因此,有关部

业发展的趋势,有关部门缺乏健全的激励机制,缺乏相应的保障

门应持续加大对农村经济的关注,不断提高对其的实际投入。在

[2]
措施 。

全面实行改革措施的同时,当地应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确保发挥

3.4农村劳动力数量不足

好带头作用,以统一化的发展目标,确保解决以往存在的土地流

上述已分析农村劳动力现状等问题,在农村现存劳动力为

转商业化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当地应通过有效的手段不断提高

老人、妇女时,他们对于农业发展也不够了解,也无法更新自身

农民的实际收入,以合理引入农业机械化等新技术,确保达到提

的观念意识,这种情况导致农村现存的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且短

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进而满足现代化产业

时间内无法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农

[1]
下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

村留守的群众一般为老年或儿童,其所处的群众文化程度较低,

3 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法真正结合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思想。导致在新时期农村农

3.1没有破除城乡二元化结构

业改革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状态不够理想,也缺乏相应的技术

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曾一度实行过“二元化”政策,

人才,在农业技术、农业新设备、农业机械化没有得到合理的推

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工业发展,而牺牲了农业农村发展,以此来维

[3]
广下,农村产业发展可想而知 。

持城市工业进展,虽然在短期内迅速地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4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措施

提供了资金,加速了我们的工业化。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这种

4.1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偏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理念,并没有完全被破除掉,对于基本上处

目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持续加快农业转型,应以

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是社会经济不断持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解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此部分地区已经

续发展的唯一条件。在此,该政策实施的较为成功,但是到市场

逐步实现了乡村振兴三产融合,为此当地应以农村改革的持续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持续采取城乡二元化结构,不仅会

推进,以三产融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可能

导致农业农村发展受限,也会加速城乡二元化问题的恶化。在问

性。在此,可积极引进大量的资金和新的政策。根据调查,在当

题产生后,应合理解决并破除掉城乡二元化结构,并以改革开放

地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集约化、工业化等问题导致农村土

的政策持续加速解决我国所存有的二级分化现象,在此二级的

地存在结构不统一等现象。这种情况对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

主要流动应确保一步一步被破除,应避免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村

生了严重的影响,针对此应以创新机制明确发挥三产融合形成

经济发展受限,或导致大量农村面积出现被工业产业占据的现

资源型农业发展体系,在三产融合下,应确保一产在先,进而逐

象发生。由此可见,应确保农村农业发展与社会发展达到结合状

步打造出当地产业特色,并在农业生产各方面达到乡村振兴的

态,应避免出现二级分化较为严重的趋势,因此在当今现下,应

良好效果。例如,以产业链效果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商业等,

确保明确乡村战略发展理念得以实施,并以十九大所提出的,应

并将其创造点相互结合,确保形成几大产业互相互助的根本发

坚持农村农业发展优先的初衷,实现我国全速改革发展的创新

展措施,在加快实现农村转型升级后,可要求当地政府投入相应

机制。

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确保将其做大、做好,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际需求。

3.2农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从以往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出,由于农业基本设
76

最后,为确保达到合理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应确保农村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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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经济达到共存效果。一方面,当地应明确政策要求与推动

首先,有关部门要在农村劳动力的建设中加强农村的农业

城乡布局的融合发展,针对城乡发展规划的责任进行明确,并依

环境,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同时,还可

据文化融合等工作创新机制,明确管理制度的建设效果。在此,

以通过留住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在农村工作、生活,从而缓解农

按照城乡发展的基本功能定位等要求后,应确保补齐差异,达到

村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其次,当地应邀请返乡农民以及现有农民

共享,互融等发展理念,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统一编制的过程中,

们,积极参与到相应的培训工作中,在当地大量开展教育培训时

应要求当地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以明确城市发展要求,结合乡

候,应依据农业农村整体发展要求为主,并彰显地方特色,引进

村实际特点,确保与资源要素进行统一规划,进而合理解决上述

新技术、新设备、新办法,建立出新型农民制度以及相应的培训

所提到的城乡二级分化以及管理制度差异等问题。以依据政策

工作。在不断引导农民能胜任新时期农业种植需求后,应明确让

融合的方式,共同促进农业农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得以常态化

农民认识到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以自身做起,实现自身从

发展。

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向新时期农业种植的转型与升级。在此过程

另一方面,在通过政策开通资金融合渠道后,当地应有效设

中,当地应注意到,针对农民开展的培训应确保达到连续性特点,

立乡村发展基金,并对农业合作社、绿色农业、设施建设新型农

应要求培训人员深入田地,了解到农民实际情况,并确保所培训

产品,以及质量农业等产业进行有效的拓展,以明确投资、创新、

的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相符,以此依据培养目标以及发展内容,

行业分配的资金投入形式,加速实现农村农业发展实施服务与

确保当地农业发展要求与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融合,进而

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确保达到政策上优惠效果。并且当地应充

在持续的培训中强化农业发展力量,确保形成新时期下农村经

分考虑到社会各界能力,并将社会各界力量行业入到当地农业

济常态化进展。

农村发展环节中。
4.2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明确乡村振兴项目实施要点,为解决传统农业

首先,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体现出多方面的特色。加强基

农村经济产业链形成的实际问题,当下应以乡村振兴为根本目

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方便农民的生活,也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

标,持续推进三农融合产业,在以产业助力当地转型升级后,应

经济的发展。其次,有关部门要结合各区域的特点,制定相应的

确保解决土地种养、集约化生产等问题。在有关部门持续加大

投资方案,在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效果的同时,当地还

投入力度的同时,应积极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

应明确到农田水利项目以及电力建设等最为基础的环节,进而

上到新台阶,进而持续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促进我国当

为当地农村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满足人们生活的实

下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际所需。
4.3重视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通过深入的认识和分析,确定有针对性的科技发展目标,适
当增加发展基金,以合理的科投在农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例如,
当地应努力挖掘出目前市场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当地现有特色
积极创设出产业园区、特色园区等,并且还可与当地科技合作、
大学科研形成合作共进的关系。最后,应持续强化当地的农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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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全面加强农村劳动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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