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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美丽乡村
建设重点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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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为美丽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构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下美丽乡村建设
的路径选择，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下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包括加强农村
综合规划与治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大力发展农牧结合、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等，并提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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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opportunities for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have been created by a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is process, and discusses a path decision for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at i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then examines the focus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which is to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 ensure that food is absolutely safe, develop coordination between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implement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roject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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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和路径选择

一、前言

文明建设的意见》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被正式发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生态

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我国整个生态文明建设

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确定“五位一体”战略发展

的进展成效。没有农村的生态文明，就没有全国

格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2015 年《中共中央

的生态文明。然而，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更加

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

明确地指出要“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

农村普遍存在“脏、乱、差”现象。

设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美丽
中国的建设水平与进程。从美丽乡村的内涵和实质
看，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进

3. 建设美丽乡村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必由之路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转变农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必由之路，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的重要抓手，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

有效途径，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

业现代化道路”。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有利于推动农
村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人

二、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们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而且有
利于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有效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关乎国家粮食安全、
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农业
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二

的承载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4. 建设美丽乡村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
突破口

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十二连快”。然而，长期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要

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农业可持续

求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同步驱动，即美丽农

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水土资源贫乏且配置不合理，

村必须是城镇化带动下的美丽农村，城镇化必然是

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及畜禽粪便处理不当导致环境

美丽乡村基础上的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城镇

污染加重，农业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的

化的现实基础，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土地、人力

“脏、乱、差”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传统的农

资本和内生增长等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美丽乡村的

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

稳步建设和提升；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力来
源，美丽乡村建设中投入、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

（一）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机遇

保障等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城镇化的适度推进和延

1. 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伸。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成

党的“十八大”要求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

为解决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有效手段。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据统计资料显示，2016 年，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4 % [1]，近半常住人

（二）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口仍在农村，此外，森林、草原、河流、湿地等生

1. 农业资源环境硬约束日益严重

态屏障大多分布于农村 [2]。因此，建设美丽中国

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人均耕地仅

的前提是建设美丽乡村。按照“规划科学布局美、

为 0.1 hm2，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人均水量的 1/4。

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素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

质美”的要求，进一步丰富拓展其内涵和领域，

0.2，农业用水有效利用率只有约 50 %，大水漫灌、

全面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宜居宜业宜游

超量灌溉等现象比较普遍，我国每立方米灌溉水生

的美丽乡村。

产 1 kg 粮食，每亩每毫米降水生产 0.5 kg 粮食，只

2. 建设美丽乡村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抓手
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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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达国家的一半 [4]。我国每公顷土地使用的化
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 倍以上 [5]。化肥真正能够
作用于作物生长的比重不到 30 %。我国每年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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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约为 1.8×106 t 左右，每年遗留在土地里的农
6

5.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

膜约有 1×10 t 以上 [6]。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欠缺，现有文化

到 50 %，秸秆焚烧现象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设施利用率低，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特别是村级规

6

2

9

2.95×10 km ，年均土壤侵蚀量达 4.5×10 t，沙化
6

2

5

2

划缺乏，建房选址随意性大。我国现有农村公共服

土地达 1.73×10 km ，石漠化面积达 1.2×10 km ，

务供给模式主要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垄断型供给

草原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7]。

模式、以市场为主体的契约型供给模式和以社会为

2. 农村“三化”问题严峻，农村发展缺乏内生
动力

主体的自愿型供给模式，但各种模式存在数量与质
量难以保障、“搭便车”现象、社会性组织力量薄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优

弱等问题 [13]。

质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产业盲目实现跨越
式发展，农村正面临着传统农业逐渐衰弱、农村逐

三、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渐边缘化和空心化、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数量
逐渐减少、农村逐渐没落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村庄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

“空心化”、农业产业“空洞化”和农村劳动力“老

的总体布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龄化”等“三化”问题。其中，村庄“空心化”处

保障。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深入人

于快速上升期，外扩内空、人走屋空等现象明显。

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持续加大，为美丽乡村

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失，农村资金也出现了大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丽乡村建设应以促进农

量外流，农村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没

业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人居环境改善为目标，

有经济增长点，村民收入低且来源单一，农村劳动

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拓展和提升新农村

力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文献指出，到 2020

建设内涵，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新兴产业，改善农

年 50 岁以上劳动力比重将达到 50 % [8,9]。

村人居环境，传承生态文化，培育文明新风，建立

3.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难度加大，面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压力
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
务费用支出的年均增幅达到 8 % ~ 9 %，农业生产成

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
现代农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社会管理和绿
色化发展，建设“生产高效、生活美好、生态宜居、
人文和谐”的美丽乡村。

本“地板”在往上抬升 [10]。面临着国际国内农产
品价格倒挂的压力，谷物价格如果按批发价计算， （一）构建农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经营体系
国内外价格大概每吨要差 400 ~ 800 元，即国内谷物

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真正形成结构合理、

每吨的价格大概要比国际市场贵 400 ~ 800 元 [11]。

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地板”抬升和农产品价格“天

农业效益和竞争力，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

花板”封顶的双重压力，相当于“天花板”往下压，
“地

通过横向或者纵向整合来延伸产业链。一是培育多

板”往上升，于是中间空间就越来越小，直接导致

元化产业融合主体，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龙头企

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业、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开展多种形式

4. 农村一二三产业连接不够紧密，产品附加值

的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建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利益协调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土地和

不高
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连接不够紧密，农业产业

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通过分股到户和股份合作制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如农业“产加销”仍未形成高

等形式，打造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和增值的战略联盟；

效完整的产业链条等。农产品加工业起步晚、基础

三是探索“互联网 + 现代农业”的新型业态，将互

差、技术装备落后、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流通方

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现代农业产业，鼓励对大田种

式落后，运输流通成本高且损失大。农业生产规模

植、畜禽养殖、渔业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四是

小，组织化程度低，农业多功能性远未发挥，没有

深入推进“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
，加快发展农产

实现产业链条价值的最大化 [12]。

品储藏、运输、保鲜、包装等，实现农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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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规模数量扩张、资源简单消耗、分散无序
发展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技术升级资源集约、产
业集聚发展方向转变。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5]。
通过科学制定规划，因地制宜地实施专项工程，
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元素的民居或村落加强
保护。保持传统乡村风貌，维护农耕文化的传承，

（二）推进种养结合、农牧融合

发掘并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建设一

积极探索粮经、农牧、农渔、农机农艺等相结

批具有农业传统文化特色的景观旅游乡村。推进农

合的新型高效生态农业，优化种养业结构，大力推

村重点文化惠民，建立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加

广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技术和生产模式。一是构建

强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生态文明

农牧结合的耕作制度，在东北冷凉区，实行玉米大

素养，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新风尚。

豆轮作、玉米苜蓿轮作、小麦大豆轮作等生态友好
型耕作制度；在北方农牧交错区，重点发展节水、

四、实施一批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耐旱、抗逆性强等作物和牧草；在西北风沙干旱区，
以水定种，改种耗水少的杂粮杂豆和耐旱牧草；在
南方多熟地区，发展禾本科与豆科、高秆与矮秆、

（一）精准施肥推进工程
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

水田与旱田等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模式。二是结

收为落脚点，以配方肥推广和施肥方式转变为重点，

合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扩大农牧结合、生

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取土化验、田间试验示范等基础

态畜牧业发展的试点范围，扶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畜

工作，立足粮棉油等主要作物，扩大经济园艺作物

牧业，推广“过腹还田”技术，积极发展草牧业，

测土配方施肥实施范围，开展多种形式测土配方施

支持苜蓿和青贮玉米等饲草料种植，开展粮改饲和

肥信息指导服务和精准施肥示范，加强新型经营主

种养结合型循环农业试点。

体培训力度，全面增强农民精准施肥意识。加强院
校合作等形式，强化技术支撑，把各项关键技术落

（三）加强农村综合规划与环境治理

实到位，着力提升精准施肥技术水平。坚持政府引

把规划摆在突出的位置，高站位、高起点地进

导、农民主体、企业主推、社会参与，创新实施方

行科学设计，为将来发展留出空间。提高村庄规划

式，充分调动科研、教学、企业和农民等各方积极

水平，从各地实际出发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

性，构建合力推进的长效机制。加强数据库的建设

理统一的村级总体规划，重点加强宅基地和农村集

和分析，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归纳成功经验，

体建设用地的规划和管理，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加

强化成果运用。

强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做到布局合理、功
能齐全。加强交通规划和建筑布局，做到村容村貌

（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整洁有序、住宅美观舒适、交通出行便利快捷。开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包括：①秸秆的

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加强农村饮用

综合利用。目前，秸秆综合利用主要在饲料化、燃

水水源保护、水源地环境监测及其周边环境整治。

料化、肥料化、原料化和基料化等应用领域，通过

研究制定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使用的环境安全

实施秸秆青黄贮饲料化、气化固化供热供电、机械

标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严

还田、压缩成型等项目，推动产业化发展，拓宽秸

格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管。加强农村地区工矿企业污

秆利用渠道；推行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和留茬高度

染排查和整治力度。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农房整修、

等标准，促进秸秆就地还田。②残膜和农药包装的

沟渠清淤、绿化亮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4]。

回收利用。探索残膜综合利用模式，扶持建设农用
残膜回收网点，鼓励相关企业加大回收利用力度，

（四）保护与挖掘农业传统文化

加快可降解农膜的技术研发与推广，有效缓解农膜

农业文化是产地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积累和智

大量残留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完善农药包装

慧结晶，其多功能价值分别体现在生产功能、生态

无害化处理的规章制度，依托农药经销商设立农药

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四个方面，对维系区域

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统一有偿回收使用过的农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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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废弃物。③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按照“干湿分

五、政策建议

离、雨污分流、种养结合”的思路，在规模化养殖
场和养殖密集区，建设一批畜禽粪污集中回收储运、 （一）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地开展乡村基础设
固体粪便肥料化或能源化利用、污水高效无害化处
理等设施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企业。

施建设
建立行之有效、完善的从宏观到微观的村庄规
划编制体系，把规划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站位、

（三）乡村整治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示范工程
加强“3S”技术在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

高起点地进行科学设计，为将来发展留出空间。对
村庄分类分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级控制，

的使用。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可以很精确地

形成村庄建设指南。提高村庄规划水平，从各地

将土地使用的位置进行定位；RS 可以实现全天候、

实际出发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统一的村

实时性的远程监控，对乡级土地的变更情况进行

级总体规划，重点加强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

精确监测；GIS 能非常方便地对数据进行采集、存

地的规划和管理，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加强公共

储、更新、分析以及输出，通过人机交互以及可

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

视化模式进行数据和属性信息操作。“3S”技术在

全。加强交通组织和建筑布局，做到村容村貌整

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的使用，对乡镇土地的

洁有序、住宅美观舒适、交通出行便利快捷。村

变更进行实时跟踪监测，使乡镇土地管制制度得

庄规划尊重村民意愿，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

到有效实施。

风貌。村庄建设注重优化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生
活，繁荣传统文化。优化村庄空间布局，按照功

（四）农村基础设施推进与示范引导工程
规划先行，统筹发展，对农村的水、电、路、

能定位和满足群众生活需求，适度开展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气及村庄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硬化道路到户、上下水分流和
“废弃物”三化，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裸房

（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建立新型产业相结合
统筹顶端设计，强化特色创意，打造一批功能

旧房、村庄绿化和土壤环境等集中连片综合治理。

多元、环境优美、景色迷人的美丽田园，推动农牧

创建一批宜居环境示范县（市、区），实施新一轮

结合，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创建一批主导产

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完善农村沼气建管机制。继

业突出、环境友好、文化浓郁的休闲农业优势产业

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和宽带入乡进村工程。创

带和产业群。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人居环境改善、

新农村住宅用地新模式，把其与农村产业创新、农

文明新风培育为目标，发展农村新兴产业，改善农

村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农村基础设施的研发要

村人居环境，传承农业文化，培育文明新风，建立

注重低投入和适应性，保证村民能够用得起，又能

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

够好操作、易实施。

现代农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建
设“生产高效、生活美好、生态宜居、人文和谐”

（五）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

的美丽乡村。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村劳动力“泛
力”的问题，加快建立教育培训、规范管理和政
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三）优化农业功能分区，尽快制定绿色种养业结
合发展规划

完善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加快新型职业农

加快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全国农业空间

民培育与继续教育进程。加强农民教育的产学研

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

相结合，通过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和产教融合

限，落实用途管制，形成合理的农林牧用地结构。

等模式，促进学历、技能和创业培养相协调。鼓

重点在农业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农业废弃物的

励有意向的高校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等返乡创

资源化利用、农业产业链延伸过程中的清洁生产等

业就业。

方面，提出“十三五”期间种养业绿色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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