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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促进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对早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极其重要,已引起国际

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路径和主要

驱动力,并基于中国分省和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数据,探讨了农村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同

转型效果(收入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农村经济转型的类型学研究.基于以上分

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开展促进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揭示这些科学问

题既有理论创新价值,更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中国学者有望在该研究领域做出重要的

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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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和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中国以全球５％的淡水和８％的耕地养活了

全球近２０％的人口,目前中国食物自给率还高达

９５％.同时,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国民食物消

费升级而不断的优化.过去４０年,我国农业实际产

值以年均５．４％的速度增长,其中粮食产量年均增

长２．１％(显著高于同期人口１％的增速);在口粮绝

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的情况下,蔬菜、水果、油料

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高价值农产品实现了快速

增长[１].与此同时,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７．７亿多人,农村贫困发生率

也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７．５％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０．６％,并
在２０２０年底前彻底消除绝对贫困.

过去４０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经历了三个转型

阶段并向第四阶段迈进(表１)[２].第一阶段以主粮

生产为主,该阶段主要是解决广大居民的基本温饱

问题.第二阶段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基本

解决多数居民温饱问题后,农业加快了多种经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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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美国农 业 和 应 用 经 济 学 会 会 士、国 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兼 任 亚 洲 农 经 学 家 学 会 会

长、全国政 协 参 政 议 政 人 才 库 特 聘 专 家、
中农办与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

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工程管理研究.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

献奖等荣誉.在Science、Nature和许多重要经济管理学期

刊发表系列创新成果.近年来多次名列 Elsevier发布的“经

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榜首.

商业化的进程.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正在从第三阶段

(农业专业化进程加速与非农就业持续增长阶段)向
高值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第四阶段

转型.各地由于转型起点和转型速度的差异,目前

不同地区正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例如,部分沿海发

达省份已进入第四阶段,中西部许多省份正处于第

三阶段的末期或向第四阶段转型的过渡期[３].
大量研究表明,制度(Institution)、政策(Policy)

和投资(Investment)(简称IPIs)不仅是过去农业生

产力增长的驱动力,还将在未来农村经济转型中发

挥重要作用[１,３].首先,有效的制度创新是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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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阶段、路径特征和主要驱动力[３]

阶段 路径特征 主要驱动力

１ 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 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技术创新

２ 农业生产多样化与商业化 加上:市场改革和设施＋技术创新

３．１ 兼业化:务农＋非农 加上:农村企业＋劳动力市场＋技术创新

３．２ 专业化: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 加上:土地市场＋社会化服务＋城镇化＋技术创新

４ 高值农业、永续发展与城乡融合 加上:高值＋可持续政策＋技术再创新＋新IPIs

力增长的制度保障.例如,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显著地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４６],乡镇企

业[７]、土地流转市场[８,９]和农机社会化服务[１０,１１]等

制度创新也在不同时期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

(表１).其次,有效的农业支持政策是农业生产力

增长和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例如,我国始

终坚持科技兴农战略与政策,农业科技经费保持持

续的快速增长;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村经济转型

的各时期,技术创新是我国农业生产力提升的主要

动力源[６,１２,１３].又例如,渐进式的农产品市场化改

革政策使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既优

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又促进了农民增收[１];但我们的

研究也表明,许多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微甚

至没有产生影响[１４],而且市场干预政策还扭曲了资

源配置,导致严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１５],这
进一步说明了有效的农业支持政策和市场改革政策

对农业发展极其重要.再次,农业投资(特别是在不

同发展阶段对农业生产和市场基础设施的投入)在
提升农业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

收、加速农业向高值和可持续方向转型等方面都起

到重要的作用[１６].
随着我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厘清农村经济转

型路径、阶段和主要驱动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政策涵义.基于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确保

国家口粮(水稻和小麦)绝对安全和谷物(水稻、小麦

和玉米)总体基本自给(９０％左右)的情况下,我国农

业在未来也必将逐渐向高效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与永

续发展转变.表２用＋、－和０分别代表农产品需

求或生产或进口的增加、减少和基本不变来分析至

２０３５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状况,现有如下几点

判断:第一,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还将继续呈现缓慢的

下降趋势,虽然国内生产也相应地出现下降趋势,但
是口粮能够保持接近１００％的自给率.第二,考虑

到消费者对畜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养
殖业对饲料粮的需求也将明显增长,虽然国内供给

表２　２０３５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与进口预测

农产品类型 需求 生产 进口

口粮(水稻与小麦) － － ０

饲料粮(玉米和大豆) ＋＋＋＋ ＋＋ ＋＋＋

棉油糖 ＋＋ ＋＋ ＋＋

蔬菜水果 ＋＋＋ ＋＋＋ ＋/０

畜产品和水产品 ＋＋＋ ＋＋＋ ＋/－

绿色/特色产品 ＋＋＋＋ ＋＋＋＋ ０

多功能农业 ＋＋＋ ＋＋＋ ０

可持续农业 ＋＋＋ ＋＋＋ ０

　　注:加号或减号分别表示增加或减少的幅度

来源:作者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近期对

未来农产品供需预测结果的整理.

随之增加,但是饲料粮的供需缺口(或进口)将不断

增长;当然,不进口饲料粮的代价是要大量进口国际

市场贸易量相对较少且市场风险(频发的动物疫情)
较大的畜产品.第三,消费者对蔬果、畜产品、水产

品、绿色产品、特色农产品、多功能农业和可持续农

业的需求将更加旺盛,但是这些农产品和服务产品

的需求多数都能立足本国的生产供给,而且这些农

产品与服务也恰恰代表了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和转型

的方向.

２　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与

转型效果

　　为了厘清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般路径、普遍

现象或规律,许多学者和国际发展机构都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１７２０].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经济转型、结构

转型与农村发展(例如经济增长与公平等)之间的关

系,本节基于过去数十年中国分省和亚洲发展中国家

的统计数据,对以上关系做了相关分析和推理.

２．１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民增收

中国幅员辽阔,有农区、牧区、郊区和海岛等不

同类型的农村,不同农区的农村经济转型存在明显

差异.本文重点分析对中国农业起主导作用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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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阶段如表１所示[３].即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除了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
主要牧区(内蒙古、西藏、新疆)、岛屿省份(海南)以
外的２４省区.根据上文介绍,我们将蔬菜、水果等

园艺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定义为高值农产品,图１
展示这些高值农产品产值占农牧渔业总产值比例与

农民人均收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之间的关系.
图１结果表明,在过去４０年,六大农区的所有

省份的高值农业占比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都存

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即高值农业占比越高,农民

人均收入也越高;然而,这种相关关系并非线性变

化.也就是说,早期的高值农业发展只能小幅增加

收入,但在转型过程的中后期,高值农业占比与农民

人均收入关系更加明显.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相对于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

高值农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二是在农村经济

转型的中后期,非农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成为农

民增收的主要来源[２１].
图２进一步分析农村经济转型速度和农民收入

增速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样本省区的农村在改革开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高值农业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２]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分省农村经济转型速度与农民增收速度的关系[３]

注:以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６００元(２０００年不变价)划分高低组.低于６００元为低收入组(左图),超过６００元为高

收入组(右图).



　
第３５卷　第３期 黄季焜等: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３９７　　 　

放初期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此,我们将所有省份

按农民收入水平分为高、低收入两组.有趣的是,不
管是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拟合结果均表明高值

农业发展越快的省份,农民收入增速也更快[３].
经济结构转型对农村经济转型(特别农村劳动

力的非 农 就 业)具 有 重 要 影 响.根 据 以 往 的 研

究[１８２０],我们也采用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

这两个指标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趋势.
为了能够更好地刻画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本文使用

３１个省(区市)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７年的数据加以

说明(图３).伴随农业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以更快

的速度增长,使得农业在 GDP和就业中的份额随

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

为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就业占比的

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农业 GDP占比的下降速度,其
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开始呈现收敛现象.其内

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
外因是工业化、城镇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进而让从事农业生产的每个劳动力拥有

更多的土地、水资源和农业投入.但是图３也显

示,不同省份之间还存在显著差异;例如,２０１７年

各省农业 GDP占比与农业就业占比之间的差异相

当明显.
图４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过去４０年,中国几乎所有省

份都遵循“非农 GDP占比越高,农民人均收入越高”
的共性规律.与图１相似,该正向相关关系呈现非

线性特点:经济结构转型在初期与农民人均收入的

正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中后期,
农民人均收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迅速增长.这一现

象背后的机理为城市劳动力是经济结构转型初期的

主要受益者,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进入中后期,城市

劳动力增长难以满足工业和服务业扩张对劳动力的

需求,因此农村劳动力开始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主

要受益者.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过去４０年各省经济结构

转型(ST)速度、农村经济转型(RT)速度和农民人

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做了分类分析,结果见表３.就

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而言,我们把所

有省份分为较快和较慢转型两组(以中位数为分界

点),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可分为高、中、低三

个组(分类结果如下).
类型I:ST 和 RT 较快,农民收入增速也较高

(浙江、福建、湖北和山东)或中等(四川)的省.这些

省份具有 OECD国家在２０世纪的经典的农村经济

与总体经济结构转型特征,即通过成功的农村经济

转型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也能

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正是上述省份经济结构转型

和农村经济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促进了农民收入

的较快增长.表３显示,在ST和RT较快的省份,农
民增收不会出现较慢的现象(表３的右上角是空的).

类型II:ST和RT较慢,农民收入增速较低(广
东)或中等(吉林、黑龙江和青海)的省(表３).这说

明缓慢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将伴随适度

和较慢的农民收入增长.或者在ST和 RT较慢的

省份,农民收入不会出现快速增长的现象.

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分省经济结构转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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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分省非农GDP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２]

　　类型III:ST较快但是 RT较慢,农民收入增速

适中(重庆、江西、安徽和广西)或较低(贵州、云南和

湖南)的省.河南是例外(农民增收较快),这是因为

河南１９７８年的农民收入在２４个省份中处于最低水

平.因此该省计算的４０年农民收入增速较快;如果

以８０年代初为起始年,河南农民的增收速度在２４
个省份中则处于中等水平.

类型IV:ST较慢但是 RT较快,农民收入增速

可能处于较高(江苏和河北)或中等(山西和辽宁)或
较低(陕西、甘肃和宁夏)的省.江苏ST 的起点相

对较高,所以结构转型的年均速度反而较低,如果按

ST和RT水平分类,江苏应属于较高的ST 与 RT
和较高的农民收入增长省.

２．２　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

和农村贫困发生率

　　过去的数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较

快的农村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该地区在农村

减贫方面也取得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好的成就[２２].
由于收入增加、城市化等因素会影响居民食物消费

水平与结构[２３],本节以非谷物占农牧业总产值比例

作为测度农村经济转型的指标,反映了农业生产结

构向高价值转变的趋势.研究发现[２２],中国、印度

尼西亚、老挝和越南属于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较快的

国家,柬埔寨和菲律宾的转型速度较慢,其他亚洲发

展中国家的转型速度适中.此外,高值农业占比的

变化速度和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的相关分析也

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农村经

济转型速度越快的国家,其减贫的速度也越快.
就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而言,

主要呈现出三大特征[２２].一是农业在 GDP和就业

中的份额趋同揭示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非农部门在

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二是

表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分省农村经济转型的分类结果[２]

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

高 中 低

ST快

RT快

浙江

福建

湖北

山东

四川

RT慢 河南

重庆

江西

安徽

广西

贵州

云南

湖南

ST慢

RT快
江苏

河北

山西

辽宁

陕西

甘肃

宁夏

RT慢 　
吉林

黑龙江

青海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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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和所处阶段存在较大差

异;例如,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在相继达到“刘易斯

拐点”之后,农业就业占比下降速度开始明显快于农

业 GDP占比的下降速度.三是农业增长较快的国

家一般也是经济结构转型较快的国家,主要是因为

农业对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体现在农业

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大量劳动力与食物原料、换取

外汇 和 提 高 农 村 居 民 对 工 业 产 品 的 需 求 等 方

面)[２４,２５].
基于９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农村

经济转型和农村减贫速度数据的分析,表４总结了

这些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分类结果[２２]:
类型I:ST和RT都较快的国家,其减贫速度也

较快(中国和越南).换言之,ST 和 RT 较快的国

家,没有出现减贫速度较慢的现象.
类型II:ST和 RT 都较慢的国家,其减贫速度

也较慢(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缓慢的经

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难以实现快速减贫

成就.
类型III:ST和RT速度一个较快、另一个较慢

的国家,其减贫速度总是处于适度或中等水平(老
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２．３　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及其效

果存在的共性问题

　　基于中国分省(表３)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表４)
的转型速度与效果分析,我们发现如下共性特征:

第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省份在慢速的

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了快速的

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表３和表４的左下角

是空的).

表４　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

农村经济转型的分类结果[２２]

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速度(％)

高 中 低

ST快

RT快
中国

越南
　 　

RT慢 　
老挝

柬埔寨
　

ST慢

RT快 　
印度尼西亚

印度
　

RT慢 　 　
菲律宾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省份在快速的

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缓慢的农

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现象(表３和表４的右上角是空

的).
第三,同时经历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

济转型的国家或中国省份往往实现了快速的农村减

贫和农民增收目标(表３和表４的左上角国家或中

国省份).
第四,同时经历慢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

济转型的国家或中国省份往往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

的速度也较慢(表３和表４的右下角国家或中国省

份).

３　农村经济转型相关的关键科学与重大政

策问题

　　基于以上对农村经济转型及其转型效果的分析

和观察到的一些普遍现象,我们认为亟需深入开展

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虽然现有文献在农

村发展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缺乏把农村发展

作为转型过程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通过理清农村

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效果,进而从过程视角探索农村

经济转型的共性规律.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

力方面,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制度、政策和投资

(IPIs)极其重要,但是IPIs如何影响农村经济转型

的速度和效果以及能否解析各地区农村发展差异现

象亟需更多的实证证据.

主要科学问题归纳如下: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

转型效果(例如增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存在哪些

共性问题(或一般规律)? IPIs如何影响农村经济转

型速度和转型效果? IPIs在转型不同阶段对农村经

济转型速度和转型效果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即

IPIs的顺序性问题;如何发挥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

经济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

回答上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更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的需求.一方面,虽然农村

经济转型路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但是农

村经济转型及其效果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深入研

究这些共性或规律性问题将提升学术界对农村经济

转型规律的认知.另一方面,探讨农村经济转型路

径和规律,厘清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IPIs来促进

快速、包容和可持续的农村经济转型,不但能够为国

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农村经济转型理论和政策



　

　４０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支撑,而且还能在农村经济转型领域为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转型领域具有研究基础和

发展潜力.首先,过去４０年中国改革与发展取得的

诸多成功经验是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研究难得的宝贵

实验素材.其次,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在中国农村经

济转型领域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而且在国际学术

界产生积极影响.再次,进一步开展中国和其他国

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比较研究,有望打造中国学者主

导的农村转型经济学,促进农业经济和宏观政策学

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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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tofacilitatearapidandinclusiveruraltransformationisofgreatimportancetofaster
achievingprosperityforall,whichhasattractedgreatattentionfromscholar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andgovernmentsofvariouscountries．Thispaperanalyzesthepathwayandthemajordrivenforcesofrural
transformationinChina,andbasedonChinasprovincialdataandcrossＧcountrydatafrommajordeveloping
countriesinAsia,therelationshipsbetweenthespeedofruraltransformation,structuraltransformation
andtheiroutcomes (incomeandpoverty)areexamined,andthetypologyofruraltransformationis
presented．Thepaperconcludeswithseveralmajorscientificresearchissuesinrapidandinclusiverural
transformationforfuturestudy,whichwillhaveimportantacademicandpolicyimplications,andChinese
scholarscansignificantlycontributetothis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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