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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动力”

改革论坛

□乔金亮

日前公布的2017年中央一号
文件把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作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
径。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由此成为
今年“三农”工作的关键词。

去年以来，“三农”领域改革
的“四梁八柱”越来越牢固，“三
权”分置办法成为继包产到户之
后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发布，玉米
收储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农
业补贴“三项合一”改革持续推
进，林业、水利、供销社、农垦
等各项改革深入实施。

好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依
然面临不小的挑战。当前，农业
生产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
压顶和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
双重制约，面临增加产量与提升
品质、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
生产与大市场等多重矛盾。农业
部部长韩长赋强调，必须以体制
改革和机制创新为途径，优化现代
农业“三大体系”即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农

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
满足量的需求向绿色生态可持续、
更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
场深刻的变革，不能只动结构，
不动机制，必须牢牢把握体制机
制创新这个主要着力点，不断激
发创新原动力、释放发展新动
能。不能只简单地在现有生产水
平上作量的调整，而是需要从体
制机制方面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
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制约
农业农村发展的诸多要素进行了
破题和寻解。钱从哪里来？要完
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财政支农
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
地要怎么保？要探索建立农业农

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资产怎么
管？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人往哪里去？要健全农业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创业创新体
制。价格怎么定？要深化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
制度改革。

体制机制创新离不开尊重市
场规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两年前，
国家取消了油菜籽临时收储，开
展了新疆棉花和东北大豆的目标
价格改革试点，2016 年又按照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取
消了玉米临时收储，从实施情况
看，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
中央又提出合理调整最低收购价
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协调
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

用，全面激活市场、激活要素、
激活主体，才能逐步破解当前的
结构性矛盾。

体制机制创新要充分调动农
村内外两种资源。近年来，各级
财政一直把农业农村作为优先领
域重点支持。新形势下，要切实
保障增加财政“三农”投入，在
增量和存量上下功夫，重点做好

“调整”和“撬动”两篇大文章。
既注重通过对存量资金进行统筹
整合，集中力量把该办的事办
好，也重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杠杆”作用，创新农业投融资机
制，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
向农业农村。

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关注农民、依靠农民，让

农民有活干、有钱赚。改革创新
也可能会带来阵痛，但无论如
何，都必须确保农民种粮不吃
亏，确保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尤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大
趋势不逆转。在当前经济新常态
的大背景下，尤其要健全农村创
业创新机制，加大涉农领域“放
管服”改革力度，完善农村创业
创新支持政策，为农业农村培育
更多更活跃的先进生产要素。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
制，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
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
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
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
迈出新步伐。坚持市场化取向与
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改革完善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
收储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力求改有
所破、改有所立、改有所成。如
此，定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受尊重的职业，
让全面小康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

现象评说

找准农业现代化的“牛鼻子”

□李国祥

只有找准“牛鼻子”
才能打开突破口

“加大创新改革力度，推进农
业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是找准
能打破旧的思想束缚、能体现新理
念、能有效执行又能落地的“抓
手”，有了“抓手”，就有了可操
作、可执行的着力点，就能打开突
破口。这个“抓手”效应，必须是
在正确的战略理论和正确的模式路
径下才能产生。其中一个重要“抓
手”，就是实施主体。

农业现代化必将是中国农业千
百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创造，
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
顶层设计，必须首先统筹考虑提高
中国主粮产业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的
竞争力、话语权以及土地面源污染
治理、农民共富、农村繁荣等重大
问题的通盘解决，其实现进程一定
首先取决于承担并推进这一历史性
变革的实施主体。这个实施主体，
就是推进“三农”协调发展和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抓手”和“牛鼻
子”，找准这个“牛鼻子”资源构
成的核心要素，才能打开“三农”
变革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模式和
路径的全面突破。

怎样认识这个“牛鼻子”资源
构成的核心要素？怎样认识现有农
民阶层与农业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农民应当是主要的受益主体，还是
主要的创造和执行主体？这是陈旧
僵化教条理论的束缚焦点之一，这
个束缚焦点必须重新认识。

现有农民群体难以独立承担
农业现代化建设使命
无论从理论推导，还是实践表

现来看，单纯依靠现有农民群体和
“培养新型农民、鼓励农民工返乡
创业、支持大学生务农”等政策形
成的农业现代化实施主体，其“抓
手”效应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
个问题还被僵化教条理论束缚着，
还没有更大程度解放思想，还没有
体现出“创新”和“开放”，所以
就发挥不出“抓手”效应。

目前，极少量特别成功的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联社、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和“互联网＋”农业等典
型，都只能是个案，不具备普遍
性，尚不能承载起广泛性的“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尚不能建
立起更强大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农
户共富体制，很多优秀的农民合作
社理事长和经营骨干，受到合作社
体制机制的制约，奔忙多年仍不得
其果，其问题都集中体现在企业组
织不够强大、经管管理不够科学，
以此为“抓手”，十年面壁仍难破
壁。

我国农业现代化在面临极其严
峻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和竞争格
局等多重压力的同时，还承载着土
地面源污染已成为全球最大污染源
的农田生态治理挑战。

政府和社会的农业理论、战略
和政策研究，必须以更加辩证的哲
学发展理念清晰认知：现有农民群
体难以作为主要实施主体承担起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
命。

高素质人才和企业化组织
才是农业现代化的“牛鼻子”
高素质人才，不仅包含农技人

才、管理人才，还要有文化、教
育、资本、策划、美学、建筑等多
学科人才。推动企业家阶层和主流
社会的贤达阶层、文化阶层、精英
阶层等高素质人才群体投身中国广
大农村，才能形成强大的新农业、
新农村的创造和建设人才军团。

强大的企业化组织，必须首先
由中国企业500强这样的大型工商
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带领，这样的
企业化组织，有着优秀的人才、资
本、文化、科技、信息、模式等重
要资源，具备平台型组织对优秀人
才和其他生产力要素的积聚效能，
具备凝聚社会优秀资源力量并释放
创新、创造的组织架构和运营体
系。举全国之力向农业、农村汇聚
这样的人才军团和强大企业化组
织，就能形成强大的新农业主体力
量“抓手”，这样的实施主体，才
是农业现代化的“牛鼻子”。

站在更高的战略视野上，以中
国大格局农业战略发展观，将人
才、文化、组织、资本、信息、科
技、模式、体制等资源和要素与

“三农”资源深度融合，在农业、
农村汇聚起高素质人才军团和强大
的企业化组织资源。通过放大人才
和企业化组织效能，实现多重资源
汇聚，在资源汇聚与价值叠加的组
织结构和组织体制上寻求突破，探
索强大人才军团和企业化组织进入
农业、农村的战略理论、落地模
式、实现目标和实施路径。

□戴先任

因监管缺位，不少地方村委会
公章被村干部装进了“口袋”，由
此产生乱盖章、人情章等公章上的
腐败问题。近日，有媒体走访河南
省部分地市发现，一些乡镇矫枉过
正，权力越位，“放错位置的村委
会公章”又被“挪了窝”，到了乡
镇政府“柜子”里，成为乡镇政府

“代管”的对象，有的已长达5年
之久。

我国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这个角
度来说，“村章乡管”本身就是权

力滥用，而且，也给群众办事添了
不少麻烦，让基层治理变得更加杂
乱无章。

一些地方的基层自治组织混乱
失序，乡镇政府部门主体责任错位
或失守，要么疏于监管、不作为，
要么乱伸手、乱作为。要改变这样
的状况，不是简单地将公章锁进乡
镇政府的“柜子”里，而是要作为
上级部门，发挥好监督作用。具体
来说，就是要加强监督及规范引
导，让村民发挥好监督作用，落实
好村民自治制度。乡镇政府弄清角
色、厘清职责、守好本位的做法本
身也可以对基层组织起到垂范作
用，不至于因为自身权力滥用加剧
基层治理的混乱和失序。

“村章乡管”状况亟待改变

各抒己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只动结构，不动机制，必须牢牢把握体制
机制创新这个主要着力点，不断激发创新原动力、释放发展新动能

■要关注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改革创新也可能会带来阵痛，但无论如何，
都必须确保农民种粮不吃亏

■如何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农业和农村缺少活

力、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严重失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可以有效执行的

“抓手”，没有找准可以牵动全局运转的“牛鼻子”。

□顾仁

日前，江苏扬州市100多名来
自江都区吴桥镇的乡村文化人带着
乡韵的芬芳，唱着原生态的歌谣，
在扬州城中心的文化馆载歌载舞。
近400名市民在时断时续的细雨中
坚持将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看完。这
是一场取名为“文化进城”的文艺
演出活动。既有扬剧、女子舞龙、
吴桥社火、打莲湘等国家、省、市
级“非遗”项目，也有乡土韵味十
足的栽秧号子、表演唱以及取自真
实题材的原创小品。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城
里的文艺团体送文化下乡，这次农
村文化进城，向城市居民展示了农

村文化的魅力。从这里，我们看到
了农民送“文化进城”的深意。首
先，这次活动回答了农村有没有文
化的问题。应该说，广大的农村文
化极其丰富，且源远流长。农村有
着传统文化的富矿，我们不能小觑
农村这个传统文化的矿藏宝地。其
次，活动回答了农民能不能建设农
村文化的问题。应该看到，农民中
蕴藏着极大的建设农村文化、发展
农村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潜力。
因此，各地要借鉴吴桥镇建设农村
文化的经验，不仅丰富农民自身的
文化生活，还要让充满魅力的乡村
文化为城乡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更
大的贡献。

农民送“文化进城”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