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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必须充分认识到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农
村经济产业结构急需改善。本文通过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发现现存问题,并探究性的提出了农村
经济发展的变革路径,致力于推动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期望帮助农村经济更加平稳有序的发
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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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ffectively, we must fully reali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bottleneck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rural economy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path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ic industrial structure,
hoping to help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 more smoothly and orderly, so a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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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发
展的必要性

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住更

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高新产业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缩

最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村

以及互联网产业占比越来越高,农村经

小社会整体城乡发展差距,有效提高农

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乡村

济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农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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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的发展显得非常重要,因此,

目标。

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完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进步,

多的年轻人。

必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前,

首先,只有经济收入提高了,才能推

善,推动农村生态稳定,乡村建设稳步前

随着城镇化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动消费水平上升。改变农村经济现状,

进。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

的农村出现老龄化严重的状况,年轻的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的

发展关系到整体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到

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在城镇生活,导

经济收入,农民的收入提高了,温饱不再

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致农村普遍出现老人孩子留守在家。再

是第一需要考虑的事情,才有更多的时

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同时,农村经济的发

加上农村的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水平低

间和资金来满足自己其他方面的缺失,

展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

下,基础设施匮乏,教育能力有限等问

因此农民的幸福指数会不断上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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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农村经济发展急需转变。传统的经

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发
展现状

济模式不再适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在

其次,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缩小城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的经济现状

乡发展差距。如今,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2.1农村基础设施缺乏

需要做出改变。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

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企业选择在城镇设

农村基础设施的缺乏成为农村经济

农村社会稳定,也可以推动社会整体经

厂,农村缺乏新技术企业。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的进程最大的阻碍。通过调研可以

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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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不足表现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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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生产性基础设施支
撑力脆弱,如现代化农业基地缺乏及农
田水利建设,农田灌溉和新型农业发展
受阻。其次是服务性基础设施执行力减
弱,如社区医疗,大型商超,便民服务站,
供电,生活垃圾处理等,农村普遍存在供
电功率低,电压不达标,无法承载大功率
电器,农村的生活垃圾缺乏有效的处理,
农村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农民
的基础服务得不到保障。最后还有社会
性基础设施安全力薄弱,流通性基础设
施承载力孱弱,如农村安全保障有待加
强,摄像设备仍不普及,物流设施没有实
现村村通,很多快递只能送到几公里外
的镇上,交通承载能力低,农村的路比较

图一 2010-2019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

窄,且路况较差。农村基础设施的缺乏导
致农民生活幸福感降低,与外界连接不

轻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得城乡差距更大,

多的科技发明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但是,

畅,厂家不愿意在交通不便的地区设厂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减少年轻人口流失,

现在农村普遍的现象还是缺乏新兴的农

等,农村经济发展受阻。

留住年轻人。

业科技,传统的农业工具仍被大规模使

2.3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单一

用,新科技工具没有在农村得到大范围

农村年轻人口外出务工,移居城镇

农村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使得农民在

的普及使用。缺乏农业科技人才是重要

等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农

农业经济中承担较高的风险。虽然在近

原因之一,没有创新农业科技人才,也就

村年轻劳动力人口的缺失也成为农村经

些年来,各省市在农业产业发展中提倡

导致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得不到发展。

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年轻

的“一乡一品”或“一村一品”的产业

传统的农业工具使用效率低下,浪费大

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大大受限于农田

化农业生产格局普遍形成,产业优势逐

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的消耗较高。农

种植,留下的老人建立不了新兴工厂,也

步成型,成为地方产业规模聚集、产业链

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兴农业工具的

无法致力于农村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条完善、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的集聚点。

普及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更没有启动资金,因此,农业经济发展仅

但是,这种方式可能造成该地农村产业

使得农业朝向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

限于农田种植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根

结构单一,在现阶段下水平较低的产业

的方向发展,如使用更加先进的播种机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

集中与农民个体抗风险能力以及增收稳

器、收割工具,更加优良的种子,效果更

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可以发现60

定性呈反比,即农业产业越集中或单一,

佳的化肥农药等,以至于提高农业效率,

岁以上(国家强制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

农业生产风险越大,农民增收的稳定性

降低农业发展成本。

为2.64亿,占到总人口的18.7%。2010年,

越差。如,一个村庄如果只种植玉米或者

这 一 数 字 为 1.78 亿 人 , 占 到 总 人 口 的

小麦,没有养殖业或者畜牧业,那么在日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发
展改进措施

13.3%；而2000年为1.3亿,占总人口的

新月异的市场经济下,如果玉米小麦等

10.3%。由此可见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

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或者自然灾害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民生的重

加深,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如

发生将会大幅度减少农民收入,农民将

要举措,也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

图一)。在大陆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

会承担很高的风险。产业结构单一状况

条件,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很

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有6个

下农民面临的风险防范问题也会成为制

大的问题,医疗、卫生、交通、物流等方

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1000万。

约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因素,也会

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医疗方面,现如

除此之外,老龄化问题在农村更加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阻碍。推动农村产

今,很多乡村一个村庄可能连一位乡村

明显,6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占农村总人

业结构的改革,由单一化的产业结构转

医生都没有,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看病

口的23.8%,而城市则为15.8%。这个8个

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进而降低农民的

需要到非常远的镇上。因此需要加强医

百分点的差距比2015年4.3个百分点明

农业经营风险。

疗建设,对农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卫

2.2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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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扩大。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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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面,卫生是各种疾病的来源,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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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卫生条件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传播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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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加强农村卫生环境建设,实行垃圾分

产品。各省市科研院所应该积极宣传新

的道路。其次,政府可以与当地的银行进

类,集中处理等措施,告别脏乱差,保障

型产品,推广创新农业工具与技术,实地

行合作,推出惠民贷款,无息贷款和补贴

农村生态环境稳定发展。交通方面,俗话

指导农民进行新型农产品种植与收割。

等政策,帮助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资金问

说要致富先修路,交通网络不畅是阻碍

3.3推动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升级

题。最后,政府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宣传,

农村产业结构目前过于单一,大部

如旅游、农家乐、当地特色等,让投资者

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不便的交通
会致农产品无法及时运输出去,无法吸

分农村地区仍以种植业为主,包括小麦、

看到发展前景,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使

引厂商入驻,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农村交

水稻、玉米、花生等,传统的农村经济作

得农村经济发展更加稳定有效的前进。

通网络建设,实现村村通。物流方面,现

物虽然仍占有较大的市场,但是单一化

4 结语

如今网络带来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快

的产业结构容易受到市场经济和自然环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

递物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要

境的影响,农民的经济收益存在很大的

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加大农村物流站点的建设,完善农村物

风险,特别是国际贸易和互联网经济的

下应重视农村经济发展现存的问题,农

流体系,使农产品能够借助互联网经济

发展使得国内传统农业经济作物面临前

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老龄化严重、农

抓住新的机遇。只有农村基础设施健全,

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农村的产业结构必

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农村新兴科技技术

农村才能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

须进行升级改革,实现多元化的产业结

匮乏等。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必须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构,降低农民收益风险。种植业与养殖

深刻的认识到现存问题,通过加大融资

业、畜牧业进行多元化的结合是农村产

和投资力度、培养高层次农林人才、优

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构建全民覆盖、

业结构较为容易的转变,如在土壤肥沃、

化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等方式,促进农村

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土壤有机物充沛、温度适宜、昼夜温差

经济发展。不断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新

系。特别是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养老

大 的 条 件下建设农林果园,在土壤平

方式和新路径,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服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

坦、水分充足、光照适宜的地区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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