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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①农村土地空心化和人口过疏化现象不断加剧，耕地资源浪费严
重；②农村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后；③农村组织建设不健全；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各类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缺乏；⑤农村建设决策体系不完善，缺乏规划引导；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不强，公众
参与程度较低。结合问题分析，总结得出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 3 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即保障力短缺、参与力短缺和
服务力短缺。随后，针对各制约因素在国际典型地区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就德国、比利时、以色
列、荷兰、法国、匈牙利、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在土地资源供给、人才资源供给、农业产业
化、农民合作组织构建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通过综合分析世界各国的农
村建设经验和教训，从政府、社会机构和农民个人 3 个层面对中国今后如何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相应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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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与地区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
个必经阶段 [6]，例如，韩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全国

1978 年以来，尽管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获得了

范围内开展了以“勤奋、自助、合作”为宗旨的新村

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显

运动，旨在缓解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著的区域差异[1]。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日

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 [7]；

趋明显，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农业比

日本在 70 年代后期为了解决“地域过疏化”，实现

较效益低下、村镇环境不断恶化 [3] 等问题进一步显

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实施“造村运动”

现，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造成严重阻碍。为了

并开始推行“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 [8]；比利时为了

缓解区域发展矛盾、统筹城乡发展以达到构建和谐

重振农村地区活力，于 80 年代初开展针对瓦隆地

社会的目标，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

区的农村更新运动[9]；印度在 60 年代为了解决粮食

农政策，并于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

短缺、农民收入过低问题，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以技

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 [4]。自此，新农

术更新为主要内容的
“绿色革命”[10-12]。

村建设正式成为新时期寻求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

此外，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也同样经历了类

中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

似的农村更新改造过程 [13-17]。目前，已有学者针对

展、构建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部署 [3]。
《中共中

国外的农村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 [18-20]，部分学者还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对其中较为典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建设

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

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出了一些启示[21-22]。

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战略部署对新时期加强农
村建设的国际经验学习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5]。
从世界范围来看，建设新型农村已经成为很多

纵观各方关于农村建设相关经验的研究，可以
发现 2 个特点：①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
德国、法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而对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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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相对缺乏；②

观出现衰败；另一方面，在村庄发展过程中，还往往

研究往往从国外乡村建设的特点和阶段入手，侧重

会出现建新不拆旧、新建房空置的现象[29-31]，造成农

于阐述国外乡村建设本身，而忽视对中国建设社会

村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被严重浪

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制约因素的针对性分析。此外，

费。农村空心化现象的产生给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困

新农村工作带来的困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境与问题

也表明亟需加强该领域研究的针对

首先，农村空心化造成耕地资源严重浪费，对中国

性。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作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连片推进高

为研究对象，从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入手对各国

标准农田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农村空心化的

的农村建设经验进行分析梳理，以期为中国今后持

产生和加剧会改变农村地区的整体面貌，增加新农

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村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改造和农村住宅更新的成

[23-24]

本和难度；此外，农村空心化现象还有可能引发公

2 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制约
因素分析

众安全、疾病传播等各类社会问题[31]。

2.1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与存在的问题

环境，也需要提升制度保障力度等软件环境，这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2) 农村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
后。新农村建设既需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硬件
都需要通过良好融资环境和充足资金来支撑 [32]。

设的若干意见》(2006 年)中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

2010 年 中 央 财 政 用 于“ 三 农 ”方 面 的 支 出 达 到

目标，包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

8183.4 亿元，比上年增加 930.3 亿元，尽管增幅较

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改善农村物质条件、发展

大，但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变动不大，其增幅

农村社会事业、培育新型农民、深化农村改革以及

仅比总支出增幅高出 1 个百分点，尚不足以满足新

加强农村民主建设等 8 个方面 [25]。十七大召开之

农村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后，国家又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角度，要求进一

从融资现状来看，农村金融一直以来就是中国金融

步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改善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

体系的薄弱环节 [33]。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普及情

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况尚不乐观，截至 2009 年末，全国仍然存在 2792 个

上述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

金 融 机 构 空 白 的 村 镇 和 342 个 金 融 服 务 空 白 乡

业和农村发展 ，粮食连续 6 年增产、农民工就业快

镇 [34]。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不明确的问

速回升、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民生产生活条

题 [33] 较为突出，很多农村地区尽管存在金融机构，

件大幅改善 [27]，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往往是“只进不出”，资金流失严重，村镇一级的

但应当认识到，中国作为内向积累型发展国家，长

贷款总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不利于在新农村建设

期以来采取的都是“以农支工”和“以乡育城”的发

过程中发挥农村地区自身的能动性。

[26]

展模式，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在严格制约农村地

(3) 农村组织建设不健全。农村组织不仅包括

区发展要素供给的前提之上 ，长期存在的“城乡

了农村党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还包括由农民自发

收入差”和“工农剪刀差”既制约了中国农业基础设

形成的，服务于农村生产、销售、加工和贸易等各个

施建设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农民生

环节、保护农民利益并向其提供相应教育及培训机

活水平。新农村建设依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

会，带领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各种民间组织，

问题。

如农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及专业研究会等。农

[28]

(1) 农村土地空心化和人口过疏化现象不断加

村组织建设是确保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

剧，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空心化是指在城镇化

会主义新农村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因此

发展过程中因为人口大规模外流而产生的农村聚

农村组织的构建在中国一直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落“外扩内空”现象 。伴随着人口外流，过疏化问

之一。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略提出以来，中

题逐渐出现，农村土地空心化现象也随之而来。一

央一号文件已连续 5 年就农村发展过程当中的各

方面农村住宅空间结构的外向化趋势造成农村内

类农村组织建设和培育工作做出指示，并通过各种

部大量农宅日趋老化甚至被废弃，农村中心地区景

方式和手段推进农村组织建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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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国的农村组织建设依然存在诸多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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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③农村居民素质培养和农村教育体系不完

问题：①农村组织内部存在定位不明确，职能划分

备，使农民难以参与新农村建设。

不清等问题，各类组织之间功能交叉、地域重叠、类

2.2 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型繁杂，造成农村资源的不必要浪费；②农村组织

综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定位以及发展过程中

的权力范围受到严重制约，许多民间组织受制于农

面临的现实问题，现阶段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村的行政边界，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生产、建立大

主要存在 3 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分别为新农村建设

型农产品流通贸易市场；③农村组织的管理和运行

服 务 力 、新 农 村 建 设 保 障 力 和 新 农 村 建 设 参 与

情况不容乐观

力(图 1)。

，多数农村组织处于一种松散或

[35-36]

半松散状态，
联合功能几乎丧失。

新农村建设服务力是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为

(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乡村各项公

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激发农

共物品供给缺乏。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中国关于

村地区活力，对农村发展各项公共服务事业的总体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存在着明显重视城镇忽略农

投入力度。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服务力度短缺，主

村的现象 。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

要体现在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滞后发展及乡村公

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教育医疗事业及各类社

共物品的供给缺乏方面。基于此，要保障公共服务

会文化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

事业的稳步推进，就需要完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

薄弱环节，农村公共事业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

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力度。现阶段，中国乡村公

容之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发展农村

共物品供给在结构和力度上亟需改善和加强[39]，存

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5]。为了稳步推

在供给结构失衡、监督体制缺失、资金保障不力、供

进相关政策的落实有必要加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

给主体单一、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40]。

[37]

给力度。

新农村建设保障力指的是政府、社会机构和民

(5) 农 村 建 设 决 策 体 系 不 完 善 ，缺 乏 规 划 引

间组织为确保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和展

导。农村各项事业的推进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根据

开，针对各类要素(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两方

地区特色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并引

面)供给能力的保障。其中，有形要素供给包括劳

导当地农民参与农村建设活动。从目前中国农村

动力、资金及土地资源等方面；无形要素供给包括

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农村各类民间组织发展还不够

国家的制度环境及发展政策等方面。新农村建设

健 全 ，尚 不 能 有 效 起 到 组 织 生 产 、保 障 生 活 功

中有形要素的保障力缺失主要体现在 2 个环节：其

能 。上述问题的存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是农村人才资源环节，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

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基数庞大，要开展全国范围的建设运动需动用大量

[38]

(6)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不强，公众

的基层人才。现阶段，中国基层人才数量明显不

参与程度较低。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本质上是面向全体

战略目 标

存在 问题

制约 因素

公共物品 供给缺乏

服务 力度短缺

农民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建设
活动，农民是这场活动的主体

发展农村 社会事业

和受益者，也应当成为这场活
动的主导者。但是，目前中国
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

发展缺乏 规划引导
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
资金短缺 融资不力

性不高，主体性缺失情况较为
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

保障 力度短缺

深化农村 各项改革
组 织发展不健 全
推进城乡 统筹发展
土地利用 效率低下

面：①长期管理体制的弊端使
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

农民主体 性缺失

参与 力度短缺

农民游离于农村发展建设之
外，无法参与决策；②政府的
多数政策执行不符合新农村
建设初衷，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图 1 基于战略目标与存在问题的我国新农村建设制约因素分析
Fig. 1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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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质量相对低下，均未达到建设新农村的人才要

关系调整既是对生产要素分配格局的重构，也是对

求。其二是土地资源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

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再调整。土地权属调整会直

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农用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

接触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并影响土地整理工作的开

源开始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为确保粮食生产

展。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土地整理权属调整方面有

安全，国家相应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耕地资

值得借鉴的地方。依照当地法律，德国土地整理过

源总量不变。

程中如出现权属调整并需要进行土地交换的情况，

[41-43]

新农村建设中无形要素的保障缺失主要体现

不是以面积作为测算交易的基本单位，而是以得到

在产业发展缺乏政策引导方面 。农村产业发展

与原有地块价值相等的新地块作为衡量标准来调

需要国家政策的有力保障。现阶段，中国针对农村

整的，换而言之，是“以价议价”而非“以地议价”[45]，

产业发展的引导性文件还相对较少，很难有效落实

这种方式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利益不会因土地整理

保障职能。政策保障缺失使中国在农业发展过程

的权属变动而遭受损失。比利时在土地整理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

中也非常重视权属调整，但有所不同的是，为了促

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等。

进农牧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比利时政府要求土地

[32]

[44]

新农村建设参与力所反映的是新农村建设过

尽可能向占有土地面积多的农户集中，因此在权属

程中农民对于各项活动响应与参与的程度。农民

调整方面存在一定的政策倾斜，为了平衡农民利

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从中国

益，政府采取其他的方式补贴权属置换造成的利益

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民参与建设的情况不容乐

损失，如税负减免、公共服务事业建设等。

观。一方面，农民参与建设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

土地整理融资结构优化。农村土地整理的资

由于农村民间合作组织建设不够完善，使得部分农

金状况将直接关系土地整理的顺利进行。现阶段

民即使有意愿参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在新

中国土地整理融资的问题较为明显，具体表现在融

农村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个人价值。

资效率低下、融资渠道单一[46]等方面。德国应对土
地整理融资不力的方法主要体现在融资体系完善

3 基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各制约因素的
国际案例分析

方面。德国农村土地整理融资体系由联邦政府、州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主

简化土地整理融资在内 5 类融资模式 [47]，保证了土

要体现在保障力度、参与力度和服务力度不足 3 个

政府、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团体共同构成，在此基础
之上面向不同对象形成包括常规性土地整理融资、
地整理融资的顺利实施。

方面。世界多数国家在其农村发展过程中也遇到

(2)人才资源供给。农村的人才资源缺乏主要

过类似的问题，借鉴不同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

体现在农村领导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供不应求等

和教训将有助于解决中国新农村建设中面临问题。

方面。农村人才缺乏的原因主要体现有以下 2 个

3.1 基于保障力的国际案例分析

方面：一是由于快速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流

3.1.1 有形要素供给的国际案例分析

向城市致使农村人才大量流失[48]；二是农村人口的

(1) 土地资源供给。土地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土地资

基本素质普遍偏低，能够有效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领
导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源的有效供给一方面可满足现代农村产业发展的

从应对农村人口流失、地区过疏化的视角来

用地需求，另一方面可为农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提

看，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供用地储备。农村土地整理作为增加土地资源供

快，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农村人口的大规模

给、挖掘土地利用潜力的重要手段，对保障土地资

转移。农村人口尤其是农业劳动力流动加速，乡村

源供给意义重大。中国现阶段农村土地整理中存

地区出现了人口过疏化现象。为应对农村人口流

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权属关系不明晰和融资结构

失，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了大量促进农村发展的政

不合理 2 个方面。以下是结合国际经验进行的具

策法规(例如《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在法律

体分析。
土地整理权属关系调整。土地整理中的权属

中对农村过疏化地区提出具体应对措施；另一方面
加强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大力开展针对农村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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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设施建设工程 [49]，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减小

的发展重点，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保障农业发展。

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推力。此外，为了恢复过疏化地

法国政府在推进农业发展方面同样值得借鉴。法

区的发展活力，日本还特别强调地区自立，并在

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改变法

2000-2010 年实施的《过疏化地域自立促进特别措

国农村产业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状况，

置法》中，对过疏化地区自立制定了具体目标 ，内

法国政府不仅通过一系列财政、税收、福利补贴政

容涉及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环境改善、文化振兴以

策 保 障 农 业 发 展 ，同 时 还 进 行 了 农 业 一 体 化 改

及福利提高等方面。通过上述各种努力，日本有效

革 [51]，通过整合农业产前、产后各部门形成一体化

控制了过疏化蔓延，
防止农村人口的进一步流失。

的农业产业链，确保农业的高效发展。以色列政府

从农村人才素质培养方面来看，韩国在农村人

为了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更是设计了一套乡村综合

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韩国国内最

发展策略用以保证农村产业发展，其中明确强调了

具代表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是开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

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对第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提

的“新村运动”，该运动由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倡

出了相应要求。

[21]

议实行，并一直延续至今。通过新村运动的开展和

(2) 农业产业化政策。日本和荷兰在发展高效

实施，彻底改变了韩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并有效带动

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值得参

国内的经济发展，使韩国在短短 30 年的时间里从

考和学习的经验。日本政府促进农村产业化发展

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发达国家。

的办法概括起来可以称为“企业参与、科技兴农、产

“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关键在于设立了

业协同”。具体来看，就是要一方面综合社会各界

一套完整的村庄指导员培训体系(根据韩国相关法

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另一方

案规定，村庄指导员是“新村运动”的领导者)。针

面加快农业上下游的二三产业发展，实现规模化和

对村庄指导员的培训项目开始于 1972 年初(即新村

高效化。基于上述办法，并结合“一村一品”的发展

运动实行的第二年) ，参加培训的指导员不仅需要

模式，使日本的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推进。荷兰作

听取各类讲座、接受关于“新村运动”实施方法的教

为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远高于发

育，还要参与小组讨论。通过与同伴的沟通和探

达国家平均值。其之所以具备有如此好的发展态

讨，指导员们能够了解民主的决策制定方式，并获

势，关键在于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荷兰政

取相应的建设经验和教训。
“村庄指导员培训计划”

府通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金融和

的开展有效提高了韩国农村领导人才的管理能力

市场运行体系，在保障农业生产所需各项要素正常

和个人素质。此外，在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韩

供给的同时，有效发挥市场调控手段，建立和健全

国通过大规模兴建“村民会馆”和各类培训机构，一

了农产品供应链条，保障了农业的产业化推进。

方面加强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提高了专业人才的

3.2 基于参与力的国际案例分析

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当地农民的教育水平

3.2.1 农民参与意识培育

[22]

和文化素养，为“新村运动”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

提升新农村建设的参与力不单需要调动农民

的人才保障。

的参与意识、激发农民的建设热情，同时还需要各

3.1.2 无形要素供给的国际案例分析

类农村合作组织的配合与协调。从提升农民参与

(1) 农业综合发展政策。从提高农业生产力、

积极性的角度来看，德国和比利时两国的经验值得

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可以参考德

借鉴。德国作为法制国家的代表，通过立法的形式

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部分做法。德国尽管从整体

保证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和义务，以农村土地整理过

上看农业水平发达，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却差

程为例，德国在《土地整理法》第 138 条中规定[52]，最

异较大[50]。部分地区农村存在高失业率、低生产率

高行政法院需设立一个土地整理审判委员会，委员

的情况。为了缓解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德国联邦

会成员中必须要保证至少有两名具有农场经营管

政府和各州政府根据《联邦-州改善农业结构和沿

理经验的农场主参与；此外在第 37 条中规定 [52]，只

海地区保护共同任务法》出台了大量引导和资助农

要土地整理涉及公共利益，则公共利益代表机构的

业及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农民收入渠道多样化

代表就要参与土地整理过程。通过相关法律的制

促进方案等)，并将资助农村综合发展作为现阶段

定和颁布，德国保证了较高的民众参与程度。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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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超 等：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借鉴

国不同，比利时在农村建设中对农民参与性的激励

度，都能保证合作社的低费用运作[61]。

方式更多体现在利益导向上。同样以农村土地整

3.3 基于服务力的国际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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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例，比利时在设立土地整理项目委员会时，会

提升新农村建设服务力、保障公共服务事业稳

充分兼顾土地相关受益人的利益 ，通过政府与利

步推进，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

益相关者的结合，一方面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

系。从这个层面来看，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实

面也激发了农民参与公共事业的热情，有效保障农

践经验可资借鉴。下面将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

村建设的参与力度。

监督机制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加以阐述。

[53]

3.2.2 农村合作组织建设

从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角度来看，韩国与

农村合作社是与农民关系最密切的村一级民

美国的很多做法值得学习。韩国在新村建设运动

间组织，也是中国目前各类民间组织的主要构成部

过程中，通过村民选举的方式选出新村领导人(指

分 ，农村合作社的建设和完善对提高农民的参与

导员)，各类建设项目和公共物品供给计划都是在

积极性意义重大。下面就德国、澳大利亚及荷兰的

新村领导人和村民共同协商的基础之上形成。通

农村合作社建设经验加以总结。

过指导员和每个村民的切身交流，有效保障了公共

[36]

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国家倡

物品供需关系的一致性和高效性。与之类似，美国

导、地方支持和民众参与的基础之上。合作社在德

的乡村物品供给结构也是在基于满足民生的前提

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有关合作社的思想萌芽

下形成的。在美国，乡村社区居民能够通过多种渠

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50 年代 [54-55]。德国政府对合作

道来反映其需求意愿[62]，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各州

社的大力倡导是合作社得以长久存在并发展的关

政府的建设意愿，进而影响联邦政府的法令制定。

键因素。在德国，政府为了促进合作社制度的稳步

从公共物品供给的监督角度来看，德国的经验

推进，针对入社农民制定很多优惠政策 ，内容涉

值得借鉴。德国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采用了双

及提高农民收益、保障农民各项生活福利、提高农

重监督模式 [63-64]，即对于法律规定范围以内的供给

民的知识水平与生产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 [56]。此

行为，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法规保障和严格的处罚

外，德国还通过对合作社立法来保障其正常运行。

措施进行约束；对于法律规定范畴以外的供给行为

在政府倡导与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尽管合作社实行

督导，则更多借助于社会舆论、媒体等手段。从资

的是自愿进退原则，但是由于个人利益能得到充分

金保障的角度来看，匈牙利和意大利两国的经验值

保障，农民的入社积极性普遍很高。与德国相比，

得借鉴。为确保公共物品供给过程的资金充足，匈

澳大利亚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方面则更多采用“自

牙利采用了多元化的融资模式，以各级政府、国际

下而上”式的经营理念

。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

组织、农村民间组织及农民个人作为多元融资主

上既没有统一的机构管理合作经营事务，也缺少统

体，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税收分享、自由收

一的法律来指导规范合作社的发展。农村合作社

入、公共使用费用、投资补助和国际资助 [65] 等形式

的蓬勃发展更多是依靠合作社内部企业化的管理

补贴供给。与之相比，意大利的资金来源相对单

模式和农民自身的努力。与之相应，合作社的经营

一，主要源自政府公共财政，但在对公共财政投入

理念也就更多的围绕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

的地区权衡和结构配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因

活质量等方面展开。

此同样保证了公共物品供给资金的稳定[66]。

[55]

[57-58]

荷兰的农村合作社发展与德、澳两国相比既有

从提高供给主体参与程度来看，韩、美两国的

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作为国际社会高效农业发展

做法值得推崇。韩国在新村运动期间，为避免因单

的典范，荷兰政府对于发展农村合作社同样采取倡

一主体而导致的公共物品质量问题，通过政府引导

导鼓励的态度 ，但是从管理体制上来看，荷兰农

的方式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公共品供给过程，带动新

村合作社与政府的联系并不密切，不仅组织内部运

村运动走向自发建设的阶段。美国所采取的模式

行不受政府干预，而且各项外部经营活动的实施也

与韩国不同，更多是借助已有的组织体系来实现多

是由组织自己来决定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它更

元供给。美国非政府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囊括几乎

接近澳大利亚农村组织的经营模式。此外，合作社

所有行业，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事业发展、

成员的集中性、熟悉性以及合作社的较高专业化程

辅助政府管理[62]等方面，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补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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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企业和社会机构可以在土地综合整治融
资和运行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增加融资渠道、提

4 国外农村建设经验对中国新农村建
设的启示

高工作效率来确保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展开。
(2) 配合地方政府保证农村各项产业稳步发
展。结合荷兰、法国和日本的建设经验可知，农村

基于以上对国外农村建设经验的分析，结合中

产业的综合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同时也要有企

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及制约因素，可以从政

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企业应当在自身发展的

府、社会机构以及农民个人三级主体层面就国外农

同时，协助地方政府发展农村产业、推动农业一体

村建设的经验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加以总结。

化进程。

各国政府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都扮演了极为
重要的角色。具体来看，要推进新农村建设首先应
该强化政府的引导和保障职能：
在政策引导层面，应当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3) 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功能，激发农民参
与建设活动的热情。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看，综合国际经验可知，
农民个人应当加强在新农村建设当中的责任意识

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要素供给、人力资源

训练。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类培训，提高个人素质和

培养、产业综合发展等方面制定和颁布相应的法律

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放开思路，勇于创新，在参与

法规，以确保建设的有序展开。具体来看，在土地

建设的过程中挖掘个人价值，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

要素供给方面应当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中

来带动农村整体价值的提升，进而推进新农村建设

国的所有制结构制定合理可行的权属分配政策，保

工作。

证农户的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在人力资源的保护和
培养方面，可以参考日本应对人口过疏化问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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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HU Zhichao1,2, LONG Hualou1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policy in China
wer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the rural hollowing phenomenon is widespread; (2) shortage of fund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s univers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s lagged behind; (3)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organization is inadequate; (4)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service and public-goods cannot meet the basic demands in the rural areas; (5)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rural construction is not perfect; and (6) the participating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There are some constraining factors in three aspects, i.e.,
low serving capacity, low safeguarding ability and low public participating level, which hinder the smoothly implementing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Germany, Belgium, Israel, Netherlands, France, Hungary, England, America, Japan, Korea, Australia and Italy concerning
these constraining factors, e.g. land resources supply, talent availabilit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public-goods supply,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arrying ou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were obtain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government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farmer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constraining fact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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