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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经验证据、突出矛盾与路径选择
阮文彪

摘要：本文在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基础上，剖析了新时代
中国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提出了实现两者有机衔接的制度路径以及相
关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矛盾，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得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支持，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证依据。小农户经营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
小农户的组织特性所决定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小农户自身存
在某些先天缺陷以及体制障碍等原因，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将面临一系列矛盾，包括
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小农户的商品农产品增长与市场交
易成本居高不下之间的矛盾等。正确认识和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实现两者有机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结构主义范式，按照“产权清晰可靠、
生产安全高效、交易便捷顺畅、收入持续稳定”的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交
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以有效化解两者有机衔接所面临的诸多矛盾
和体制羁绊，加快小农户经营基础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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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国际经验和实证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创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亿万小农户成为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截至 2015 年底，经营耕地面积约为 0.67 公顷（10
亩）以下的农户多达 2.1 亿户，占全部农户的 79.6%；经营耕地面积为 2 公顷（30 亩）以下的农户有
2.55 亿户，占农户总数的 96.1%，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87%（魏后凯等，2017）。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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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2010）确定的“户均耕地面积 2 公顷以下为小农户”这一划分标准，小农户经营是中国
农业的突出特点。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①

衔接”这一时代命题 。那么，能否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能
否实现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成为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以自然
分工为基础的农户家内协作，毕竟是前工业化阶段落后的劳动技术组织形式，依托它是不可能形成高
度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的”（林岗，1989）。还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是一家
一户的分散经营，其小规模生产的特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农民的致富问题，也解决
不了中国农业继续发展、提高其产业素质问题”，其“自身的固有局限性，也必然导致它只能是一个
过渡性的”产业组织形态（张晶、程宝华，2010）。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农业现代化必须抛弃
②

家庭经营” 。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 Muikhoti（1985）通过历史分析，总结出了 3 种可供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农业发
展模式：①两重结构模式，即大规模农场和小农场并存的农业发展模式；②单一结构的家庭小农场发
展模式；③混合模式，即多种规模、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农业发展模式。Muikhoti 认为，日本、中国
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微观组织主体形式的小规模农场现代化，可以同时实
现农产品产出高增长、农民收入和有效需求普遍增长的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单一结构的家庭
小农场模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参与技术变革，从而实现生产发展、
就业迅速增加和新技术广泛扩散，有利于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和政府服务功能的普遍增强。
事实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
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支持，而且
具有广泛的实证依据。
首先，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国际上
具有成功范例。纵观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人地关系不同，农户的经营规模不尽
相同，但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乏成功的先例。例如战后的日本，由于人多地少和
土改后分田到户，普遍推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平均每户农户经营的耕地只有 1 公顷。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农户总数约为 617 万户，其中 95%以上属于小农户。但是，小农户经营并没有妨碍日本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日本农户总数有所减少，但是，以小农户为
主的农业微观组织主体格局没有改变。2013 年，日本全国户均耕地面积为 2.12 公顷，除北海道外，其
他都道府县的户均耕地面积仅 1.52 公顷（程郁、张云华，2015）。再如韩国，也是在小农户经营的基
①

习近平，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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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农地圈，2016：
《外国和尚念不了中国的经！农业现代化必须摒弃家庭经营》
，http://www.sohu.com/a/55300744_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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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韩国于 1949 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如果农户的
经营规模超过 3 公顷，所超过的部分由政府以低价收购，政府再低价租售给佃农。经过改革，韩国基
本实现了均田制目标。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营规模为 0.5 公顷及以下的农户占 41.8%，经营规模
为 0.5～1 公顷的农户占 31.5%，经营规模超过 1 公顷的农户只占 26.7%，约 80%农户的经营规模为 1.5
公顷以下（金祥波，2008）。在中国台湾地区，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 1.1 公顷，小农户经营是台湾
地区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
其次，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广泛
的实证依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营管理适当的情况下，小农户经营具有比大规模家庭农
场和其他农业生产组织更大的生产率优势（阮文彪，1998）。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
比研究发现，经营规模为 0.5 公顷以下的家庭小农场平均每公顷的产量是经营规模为 8 公顷以上农场
的 19 倍，前者的劳动力投入是后者的 30 倍（World Bank，1983）。在印度，经营规模为 2 公顷以下
的家庭农场，其平均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比经营规模为 10 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一倍多；在巴西，平
均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随农场经营规模的增加而递减，经营规模不到 1 公顷的家庭农场平均每公顷土
地的纯收入比规模为 1～10 公顷的家庭农场高出几乎两倍，比规模为 200～2000 公顷的大农场高出 30
倍；科尼亚对 15 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的各种投入、土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所做的比较研究表
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平均产量成反比。罗伊·普罗斯特曼等（1996）利用 117 个国家的资料进
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 14 个国家中，有 11 个是小农户经营占主体地位的国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2）对全国 3 万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经营规模与亩均产量呈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由中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现实选择。农业微观组织的形成与演变有其自身的
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户经营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地关系，即人均土地
面积。从中国的情况看，首先，中国拥有 1.2 亿公顷（18 亿亩）耕地、2.6 亿户农户，这一基本国情决
定了中国不可能形成以大农场为主体的农业微观组织格局。据农业农村部预测，到 2020 年，经营规
模为 3.33 公顷（50 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 2.2 亿户左右，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80%；到 2030 年，这类小农户将降为 1.7 亿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 70%；到 2050 年，这类小农
户仍将有 1 亿户左右，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 50% 。其次，中国拥有 13.9 亿人口，农民人数占总人
①

口一半以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选择都必须以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为前提。不仅小
农户经营不失农业生产效率上的优势，而且小农户是农村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则社稷稳，家庭安则天
下安。坚持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使土地牢牢掌握在农民手中，有利于避免农民大规模失地失业引发
社会危机的风险。因此，依托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属性

资料来源：屈冬玉，2017：
《全国 2.6 亿小农户的出路在这里》
，http://www.sohu.com/a/207919906_7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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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无法做出别样选择。换句话说，小农户是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微观组织基础，实现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诚然，中国小农户经营具有诸如经营规模小且地块分散、交易成本高、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强
等一些先天不足和缺陷。所以，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提升小农
户的经营能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因而，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要求。
另外，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演变规律和趋势，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①

的“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这并非要从政策上固
化中国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小农户经营规模结
构、提升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改善小农户的经营环境和条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
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事实上，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采
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强农惠农政策，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
流通体制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改革、农业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工商行
政管理制度改革等，大大改善了小农户经营的市场环境，提高了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化程度，
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与此同时，农业大户的比例和作用在逐步提升，合作农场、公司制农场等其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在不断涌现，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不断优化，正朝着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演变。
但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体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综上所述，坚持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小农户在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
选择。

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处于最新发展阶段、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
科学化、商品化、机械化、信息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社会化、组织化、
经济活动法制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阮文彪，2008）
。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
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用现代
新型农民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不断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
②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
统农业、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②

参见《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http://www.moa.gov.cn/ztzl/

yhwj2015/wjhg_1/201301/t20130129_32099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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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农户具有经营规模小且分散等先天不足，目前的中国小农户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确实
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正确认识这些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和前提。
（一）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均田承包”，即按农户家庭人口数量或者按家庭劳动力
多少承包土地，中国农业形成了经营规模小、土地细碎化的特点。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中国农户的平
均经营规模为 0.5 公顷，被分隔成 5～7 块（胡华浪等，2014）。另一方面，现代农业是规模化、标准
化的农业。虽然小农户经营并不意味着缺乏生产效率，但经营规模过小且土地零碎的确不利于规模效
益的形成，也不利于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应用和实施，从而影响农业总产出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持续、稳
定、较快增长以及小农户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改变中国小农户经营规模小、
土地细碎化的现状，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建立一套促进“化
零为整”、经营规模适度扩大的体制机制，以促进土地依法有序流转和农业标准化经营。
（二）小农户的商品农产品增长与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之间的矛盾
农产品商品率是衡量农业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建设现代农业要求不断提高小农户的
市场化程度，特别要提高小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而要提高小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必须使小农户的
商品农产品获得较快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小农户经营可以保有一定的生产效率，但经营规模小意味
着入市交易的农产品规模小，由此导致单位农产品的交易成本过高，在流通环节缺乏规模效益。交易
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影响小农户经营决策和家庭经营收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成本往往成为影响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及其从事商品农产品生产积极性
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交易成本高是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商品农产品增长相对
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需要创新农产品流通组织形式
和交易方式，实现由单家独户的各自分散入市向流通合作、集并入市、规模流通的交易方式转变，并
加快互联网技术在小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应用，大力发展“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以有效节
约小农户的市场交易成本，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增收功能。
（三）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要求推进农地流转与农民市民化保障制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基数，以缓解农业规模化发展
的人口压力。在非经营性收入不足以维持小农户家庭生计和发展需要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土地依然具
有保障生存和发展生产的社会经济双重功能。基于保障生存的需要，一些入城农民宁愿将土地撂荒，
也不愿意流转，从而影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进程。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每年有近 200 万公顷
耕地被撂荒，有数十万公顷耕地可以耕种两季或三季但实际只耕种了一季（卢曦，2016）
。另一方面，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市民化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严重的不同步、不
协调问题，不仅农民工在就业、工资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农民变市民”缺乏切实、可靠的社
会保障。鼓励入城农民流转土地，促进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加快
推进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入城农民市民化提供切实可靠的生活、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
老等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安排，以消除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流转土地之忧、放手农业之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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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在城市定居的入城农民告别在城市和农村间双向游走的两栖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新市
民和产业工人。
（四）小农户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的需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薄弱乃至缺失
之间的矛盾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创立了中国农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通过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分”的层面实现
了小农户的分散经营和家庭农业的回归，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但在“统”的层面失灵，未
能实现小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小农户势单力薄，经营能力弱，市场经
济知识相对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在产前、产中、产后客观上具
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例如信息、技术、流通等方面的服务）的需求，以实现“统”与“分”
的有机结合并体现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初衷。另一方面，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甚至
无法办理小农户“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尤其是引导、带领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能力不
强。在全国不少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了“空壳”和仅剩的“名头”，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的功能
缺失。正是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薄弱乃至缺失，双层经营体制才在“统”的层面失灵。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化双层经营体制
中“统”的功能，以满足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的需求。
（五）小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低下与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普遍偏低，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不高。中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
质与美国相差 30 年（刘立等，2018），而在各社会群体中，农民的科学素质相对更低。2016 年中国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02 年（蔡禾，2017），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8 年，其中，
是文盲的农村劳动力占 6.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 32.7%，初中文化程度者占 49.5%，高中及以上文化
程度者仅占 11%（周坤，2012）。城镇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为 11.55%，而农村居民的这一比
例仅 4.93% 。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较低的现状决定了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加之小农
①

户的经济实力薄弱、社会资本匮乏，因此，小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普遍低下，无法与强势交易对手展
开公平交易，也无法与其它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公平竞争。人们经常看到，一些优质绿色农产品在农民
手里卖不出好价、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小农户入市交易还会常常遭遇城市不良商贩欺行霸市、克斤扣
两、压级压价、强买强卖等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充分利用
“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不断推进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切实改变农业比较利益低、国民收
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现状。如果小农户市场谈判地位低下和竞争力不强这一问题不
解决，就无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

①

资料来源：中国科协，2018：
《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
，http://cxzg.chinadevelopment.com.cn/cxcy/2018/0919/13

557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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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就只能成为空谈。
（六）小农户的保险需求不断增长与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小农户要面临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小农户的保险需求将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而不断增长。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迫切要求构建农业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农业商业保险、政策保险。另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业保险已有较快发展，2016 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创纪录
的 417.12 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 64.5% ，但是，针对小农户的农业商业保险供给严重不足。由于
①

风险大、成本高、定损理赔程序繁琐和工作艰辛等原因，一些商业保险机构不愿涉足农业保险，更缺
乏创新农业保险品种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仅为少数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产品设立了政策性保险，多数
小农户未能享受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红利。如果任由小农户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裸泳”，小农户经营
基础上的中国农业将难以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无法实现稳产
高产、优质高效、绿色安全这一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目标。
（七）小农户增强自然风险抗御能力的要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不
断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小农户调整经营结构
所面临的自然风险，确保小农户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较完备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小农
户增强自然风险抗御能力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
农业稳定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仍不能适应小农户发展现代农
业的要求，尤其是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要求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小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八）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合约稳定性差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节约市场交
易成本，优化小农户的生产布局，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
加值，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另一方面，20 世纪末，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履约率约为 20%（孙兰
生，2006），目前仍不足 30%，订单农业的合约稳定性极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原农业部对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司+农户”模式是目前中国采用率最高的农
业产业化经营模式（Gao and Gan，2014），订单（购销合同）是农业企业与小农户之间的主要联结形
式。组织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合约的稳定性和履约效率。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履约率低、合约
稳定性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例如自然灾害、市场供求变化、市场法制化建设滞后等，
又有主观原因，例如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法制观念和合作意识不强等。有学者

①

资料来源：江帆，2017：《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全球第二、亚洲第一》，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6/

20/t20170620_ 237247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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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企业、农户违约行为的发生存在内在制度性原因，在现行农业制度框架下，违约行为不是一种
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契约主体之间博弈能力悬殊所导致的理性经济行为，应当从制度上对订单农业
进行改进和完善（郭晓鸣等，2006）。因此，着力解决好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组
织的合约稳定性差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
（九）小农户对社会分工协作的需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离不开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现代农
业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协作基础的社会化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
①

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功能不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例如，为小农户提供代耕托管的服务短缺，
少有综合性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许多农村地区缺少现代物流服务，农产品深加工缺乏专业技
术指导，小农户大多不了解农产品质量体系，农业标准化建设在小农户层面未能落地生根，“互联网+
小农户”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建设任重道远，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目前，中国农业的社会分工协作程度和水平不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小农户发展现代农
业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促进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
（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与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之
间的矛盾
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赘言。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其实现
增长的基本途径分别是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求小农
户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较快增长，确保农民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智力、知
识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小农户人力资本增长缺乏切实
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目前，中国小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容乐观，绝大多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为初
中及以下水平，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水平低。受经济条件和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小农户的家庭
卫生条件和膳食安排与人力资本增长对营养卫生、健康生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农民工城市就
业壁垒的破除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呈现出以老弱妇
②

孺为主的特征，农业劳动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与世界卫生组织所确定的十大健康标准 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③

建设以来，各地通过采取“三清四改四通五化” 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小农户的

①

马克思，1995：
《德意志意识形态》
，载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 页。
参见佚名，2001：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十大健康标准》
，
《中国健康教育》第 4 期。

②

③

“三清”即清理粪堆、清理垃圾堆、清理柴草堆；
“四改”即改水、改厕、改灶、改圈；
“四通”即通路、通电、通自

来水、通宽带网；
“五化”即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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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实现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必须着力解决好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与农业农村
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
（十一）小农户经营主体世代更迭与现代农业接班人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现有农业从业者终究要丧失劳动能力。中国自 2000 年开始进入老
龄化社会，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 7.1%（曹炳良，200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2010 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 10.06% ，小农户中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
①

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仍在继续外流。在中国农村，离农脱农是亿万农民家长寄予子
女的殷切期盼，并已成为青年一代农民的实际行动。在入城青年农民中，尽管部分有志青年愿意返乡
创业和发展现代农业，但绝大部分青年农民自进入城市之日起就做好了终身离农脱农的心理准备，即
使被迫返乡，也缺乏发展现代农业的实际技能。目前，中国不少地区出现了“空心村”。人口老龄化
和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离农脱农势必带来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严重矛盾。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小农户经营将面临接班人
供给短缺、后继无人的危机，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早准备、早
预防、早安排。

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
1.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后，如何改造传
统农业以适应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恩格斯指出：“我们
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由它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成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
②

而是通过示范和为其提供社会帮助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他指出，农
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对农民不能剥夺，只能以合作制的方式引导他们走上
③

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推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时，违背了列宁提出的“合作制原则”，
选择了一条“剥夺农民，优先搞工业化的道路。不管斯大林把这种剥夺说成是‘内部积累’或者让农
民缴纳‘超额税’，反正都一样”（王文清，1991）。同时，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违背农民意愿，
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消灭小农户和农业家庭经营。1929～1937 年，仅仅用了 8 年时间，苏联就创建
了 24 万多个集体所有、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参加农庄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 93%，集体
耕种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99.1%。到 1939 年，苏联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
①

王桂新，2016：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
，http://theory.gmw.cn/2016-04/06/content_19597206.htm。
恩格斯，1995：《法德农民问题》
，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第 498-499 页。
③

参见列宁，1953：
《论合作制》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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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强制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在农村盲目推
行“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加之集体农庄存在无法克服的“搭便车”问题，导致集体农庄运行效率
低下。1953 年与“十月革命”前的 1913 年相比，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 1.1%，仅略高于人口增
长速度，其中，谷物产量甚至低于 1913 年的水平，畜产品增长有限，只有经济作物增长稍快（周新
诚、王德根，1981）。在全盘集体化高潮的 1929～1937 年间，许多耕地荒芜，无人耕种，苏联全国
的农业生产总值下降 23%，其中，谷物下降 3%，牧畜下降 50%（王文清，1991）。斯大林逝世后，
赫鲁晓夫对集体农庄制度进行了某些改造，加上通过国家投资进行大面积垦荒，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至 60 年代中期的苏联农业曾一度打破了长期停滞的局面。然而，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体农庄制度的
束缚，苏联的农业生产再度陷入困境。1959～1965 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只增长 15%，其中，谷物产值
只增长 10%，肉类产品产值增长 12%，奶产品产值增长 16%，蛋类产品产值增长 13%。20 世纪 60 年
代中期至 70 年代后期这十多年间，尽管苏联为加快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但
其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仍赶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投入产出效率和单产水平仍然不高。20 世
纪 60 年代后半期，苏联每年平均出口 500 万吨谷物；到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苏联一跃成为谷物
净进口国；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苏联平均每年的谷物进口量达 2000 万吨。鉴于集体农庄制度运行
成本高，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不得不让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通常不超过 1 英亩，合 6.07 亩），
允许农民从事有限的家庭副业。据估计，苏联农业总产出的 30%来源于占耕地不到 1%的自留地（拉
南·魏茨，1990）。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问题，在 1986 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
提出了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构想，正式提出可以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1986 年，苏共又
通过决议，规定集体农庄、国有农场可以根据生产条件选择农业家庭承包制和个人承包制，以重新恢
复农户经营。
2.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个体所有制。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府遵循列
宁的农业合作制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在“农业合
作化”尚未站稳脚跟和成果未能充分体现时就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急躁冒进地盲目推进“一大二
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体制，以消灭被称为“小生产”的农户经营，从而给中国农业带来
了灾难性后果，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仍有 1.2 亿农村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幸运的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从而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障。20 世纪 80 年代初
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作为中国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伟大创举，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集
体所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恢复了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创立了“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
农民的农业生产热情和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挽救了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
体制下惨淡经营的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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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启示。从对苏联和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
传统小农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列宁曾经强调通过合作制改造传统小农，但无论
是在苏联，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业合作制都没有得到很好实施，未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
农业合作制（阮文彪、杨名远，1998）。由于违背列宁的“合作制原则”，盲目选择“一大二公”的
集体农业发展道路，否定和消灭小农户，因而造成了惨痛的后果。因此，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不是要
消灭小农户，而是要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选择一条正确的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径，以此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 SCP 范式
20 世纪 50 年代，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结构主义分析学派贝恩（J. S. Bain）、谢勒（F. M. Scherer）
等提出了 SCP 分析范式（亦称结构主义范式），这是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
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简称 SCP）的产业分析框架。
其基本涵义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在各个方
面的经济绩效（李天舒，2008）。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兴盛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思想，将 SCP 范
式应用于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形成了新制度结构主义的 SCP 范式（见图 1）。其理论逻辑是：制度结
构决定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决定经济绩效（卢现祥，1991）。
减少外部性
国家宪法秩序

带来规模收益

社会意识形态

节约交易成本

企业组织制度

抑制机会主义

提供动力机制
主体行为

经济绩效

使预期成为可能

降低不确定性
图 1 新制度结构主义的 SCP 范式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货币资本积累、规模经济、技术
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并且强调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增长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短期看，
这些要素确实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然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要素、规
模经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本身的体现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长期看，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89）
。这一结
论不仅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所证实，而且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
元结构体制，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要素潜力的发挥和资源优化配置，导致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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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迟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农业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解放和
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不仅在短短 40 年时间
里使 2 亿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小康，到 2020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2015 年，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7.28 亿人，这一数字比拉美或者欧盟的人
口还要多，而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脱贫人口仅 1.52 亿人（黄发红等，2017）。截至 2017 年末，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3046 万人，累计减少 6853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下降至 3.1%，累计下降 7.1 个百分点（陈炜伟，2018）。根据联合国 2015 年发布的《千
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还决心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王建刚、包尔文，2017）。
20 世纪 60 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87）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传
统小农“有效而贫穷”的著名论点。西奥多·舒尔茨（1987）认为，“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
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一个外来的专家，尽管精于农业经营，但他
决找不到这里的要素配置有什么明显的低效率之处。”西奥多·舒尔茨（1991）在《经济增长与农业》
一书中指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经济学是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不会使用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制度变迁作为我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的主要论题。”他指出，传
统农业的停滞不是因为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而是因为传统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缺乏足够的经济
刺激；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在保留或者建立小农户经营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的关键
又在于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用工业化生产手段、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武装农业从而实
现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也是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观念和改造他们的经营行为的过程。
制度是引导、调节、规范行为的规则。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要求看，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能仅仅依赖于说教或者行政命令，而必须依靠制度的引导、调节和规
范作用，促进小农户转变经营观念和经营行为，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通过小农户经
营观念和经营行为的转变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综上所述，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根本途径和长效措施是加快相关制度的供给和
创新，以促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和现代管理方法进村入户，解决诸如小农户市场
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技术和管理落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促进小农户迈入现代农业发
展的快车道。
（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路径
经济制度是经济行为的规则，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SCP 范
式下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仅要求对小农户的行为进行制度引导、调节和规范，而且
要求对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以及小农户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化，包括小农户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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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府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中间体组织 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交
易对手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之间的关系等。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当前，
②

中国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需要，有效化解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包括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
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的创新（阮文彪、杨名远，2000），以充分发挥制度在现代农
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为小农户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长久动力和制度保障。
产权制度是关于财产权利的界定、归属、占有、使用、处置以及保护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是制
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制度。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经济中，产权规则（初始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
相关，一套科学、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套与小
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的作用是维护小农户经营的稳定性，保障小农户的财产权益，促使其形成合
理预期。
生产制度是小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和农事耕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于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直接关
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小农户的农产品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农事耕作行为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
规则，以确保其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市场准入要求。此外，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在拥有
13.9 亿人口的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必然要对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交易是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交易在本质上是产权的让渡。与小农
户经营相关的交易制度是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为规范小农户及其交易对象的交易行为而做出的制度
安排，以保障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在不同当事人之间实现合理细化和重新界定，维护交易当事人的正
当权益。
收入分配制度是收入分配规则的总和，它反映的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权利与利益的关系。经济关
系在本质上是物质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相关
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小农户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关于小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涉及小农户经营的
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规则，它反映出国家、集体和小农户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
发展之间的分配关系。
（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创新目标和任务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
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包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①

“中间体组织”的概念由日本学者金井贤一最早提出，这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体制组织形态，它既有市场的

特点，又有组织的特点，其成员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成员之间的交易以合约的形式进行并由某种组织制度安排加以
保障，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参见刘世锦，1994）
。
②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5/c1001-29804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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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突出强调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
点的制度性供给，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现经济体
制转轨的改革思路和时代要求，
彰显了党中央对市场经济规律理论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然而，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供给和创新绝非仅限于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创
新，还包括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的供给和创新。只有为小农户经营提供全面的
制度保障，才能体现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要求，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全面推进包括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
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建立一整套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产权清晰可靠、生产安全高效、交易便捷顺畅、收入持续
稳定、有利于促进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有效化解阻碍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诸多矛盾和羁绊，充分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为小农户发展现代
农业提供切实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
1.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是：
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为核心，以确保产权清晰、可靠为重点，全面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小农户
提供长期而有保障、具有可转让性和可排他性、依法保障产权有效运行和小农户财产性收入持续稳定
增长的产权制度。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促进小农户形成稳定的经营收益预期，依法保障小农户的正当
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恒心”和“匠心”
，促进小农户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各地进行的“三权分置”
（
“三权”即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
，
“三变”
（即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都应围绕和兼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要求，避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出现“方向差”和“夹生饭”
。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
一是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依法赋予小农户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
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的工作，帮助基层干部端正对小农户经营长期性的认
识；二是要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依
法保护小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是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机制，依法保障
小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入股、抵押等方面的正当权益。
2.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
的目标是：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和确保农产品安全、高效生产为重点，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
供切实可行、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优秀农耕传统与现代农业科技有机结合的农产品生产和农事耕作规
程、规范和标准，使小农户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方向明确，不断提高小农
户农业生产经营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水平，引导和促进小农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5/c1001-29804814.html。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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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助推质量兴农，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将小农户生产经
营引向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改革创新农业科研体制，面向小
农户加强农业技术研发，促进现代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二是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加
强农村科普工作，建立“科技入户”的长效机制，使小农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学习和掌握农产品
质量标准、质量体系、农事规程、农业科技知识和现代农业技术；三是要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标准、监管体系，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和责任追溯体系，明确生
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小农户的质量安全意识；四是要完善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一
站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切实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五是要创
新农业职业教育模式，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小农户职业素养提升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
，有计划、有组织、分批次、多形式地对小农户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帮助小农户成为发展现
代农业的行家里手，确保现代农业后继有人；六是要完善和创新农业投入保障的体制机制，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小农户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3.与小农户经营有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与小农户经营有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目标是：
以促进小农户交易便捷顺畅、有效节约小农户交易成本为重点，依法规范小农户及其交易对象的交易
行为，确保小农户交易的安全、高效，保障小农户的合法权益，以此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利益
驱动，促进现代农业科技产品、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进村入户、落地生根。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以价值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防止和避免“市场价格乱象”和“谷贱伤农”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小农户的支持保护制度，提高个
体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动能；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市场经
济体制，建立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征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公平交易，防
止和杜绝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行霸市、仗势欺农等现象的发生；四是要创新农业经营
体系和交易机制，构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发展多种形式的流通合作，提升小农户的流通组织化程度，通过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契约
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升小农户的交易效率，实现流通
领域的规模经济；五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降低小农户的市场风险；六是要改革和
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小农户土地经营权交易平台，促进小农户土地经营权规范、
有序、高效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4.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
的目标是：以确保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增长为重点，着力改变目前不合理、不
公平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关系，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
尽快扭转农业比较利益低、小农户增产不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被动不利局面，真正使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使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强国富民的战略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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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改革和创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
品定价的体制机制，持续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二是要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和“一事一议”制度，
避免人为加重小农户负担的现象发生；三是要构建和发展促进小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的收益分享模
式，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让小农户更多分享
产业链增值收益；四是要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着力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合理和不均衡
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小农户发
展现代农业和家庭经营收入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增长创造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以利益驱动
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

四、结论
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课题。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的微观组织基
础，小农户经营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特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农业建设与发
展的必然选择。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不
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改造传统农业不是要消灭小农户，而是要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选择一
条正确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由于小农户自身存在先天缺陷和体制障碍等原因，在新时代，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正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正视这些矛盾，并遵循结构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科学
范式，沿着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路径，全面推进包括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收入分配
制度等在内的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是有效化解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矛
盾、最终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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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ganic Linking of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s
and Path Choice
Ruan Wenb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on whether or not the organic linking of smallhold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analyses the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China in the realization of linking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institutional path to realize the
organic link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lated
to small farmers’ operation. The results of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worldwid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ath show
that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mall-scale farmers’ operation is not only suppor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st Asia such as Japan and Korea, but also has extensive empirical evidence. Small-scale farmers’
oper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and small land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scale farmers.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small-scale farmers and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e organic linking of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of small-scale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based on large-scale oper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growth of market supply of small-scale
farmer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igh transaction cos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urgent task to realize the organic linking of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key to realize the organic linking of small-scale farmers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o follow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alism,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of “clear and reliable property rights, safe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convenient and smooth
transactions, and sustained and stable returns”,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system, trading syste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concerning small-scale farmers’
oper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scale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c linking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o accelerat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mall-scale farmers’ operation.
Key Words: Small Scale Farmer;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rganic Linking;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 Paradigm of
Structuralism; Path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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