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0 期

城乡协调发展: 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优先选项
*

彭五堂

［摘 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和城乡差距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

消除城乡对立和城乡差距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思想内在地包含着共同富裕的要求。

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较大，这是制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新时代 扎 实 推 动 共 同 富 裕

应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强农 村 内 生 发 展

动力。

［关键词］ 城乡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

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①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十分突

出，城乡差距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显著短板。习近平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② 因此，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应优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加速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一、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城乡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阐明了城乡关系产生的根源和实质，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解决这

一问题的理论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特点和要求，

为推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主张，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为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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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除城乡对立的思想内在地包含着共同富裕的

要求

城乡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等一系列关系的总称，它根源于城市和乡

村不同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表现为二者在权利和利益上的差异和互动。城乡分离和对立是社

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但城乡差距的扩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

中，城市作为产业、资金和人口的聚集地优先得到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率先得到提

升，而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资源和人口大量流出，经济发展缓慢，由此造成城市和乡

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农民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差距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条件下资本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城乡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城乡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不是指劳动方式和生

活方式上的不同，而是指城市与乡村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发展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以及由此

导致的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和城乡差距的产生是私有

制发展的产物，城乡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很早就关注城乡权利平等问题。他在 1842 年担任 《莱茵报》编辑期间，针对普鲁士

政府试图废除区 ( 城市) 和乡 ( 农村) 之间的平等权利、恢复贵族特权的行为，与 《科隆日

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克思批驳了 《科隆日报》试图维护普鲁士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主

张区乡权利分开的谬论，他坚决维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平等权利，主张建立区乡权利平等的市政

机构。他主持的《莱茵报》提出了“人人平等，市民和农民平等”① 的口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城乡分离和对立现

象产生的原因和实质。他们指出，城乡分离是工商业和农业分工发展的产物，“一个民族内部的

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从而导致城乡对立。社会分工

首先造成劳动方式的分化，而当社会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不同人群形成自己特殊的、排他性的

经济利益时，就产生了阶级和私有制。城乡分离和对立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之间的

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③，城乡分离和对立是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分工和城乡分离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对立的必要条

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城乡劳动方式的不同只有形成利益上的排他性和对立性时，才会造成城乡

差别和城乡对立，而这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因此，消灭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并不意味着要消灭

工商业和农业的特殊劳动方式，而是要消灭由此造成的阶级分化和利益差别，也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最高和最后形式，这也充分体现在城乡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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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和工商业不断扩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城乡

融合的态势。“但是工业集中化的趋势并没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资本一样集中起来……于是村

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这样一来，大工厂城市的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

不过，农村同城市相比也有优势，那里的工资通常比较低。于是农村和工厂城市不停地竞争，今

天优势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的工资又降低到在农村开办新工厂可以获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工业集中的趋势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而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

市的萌芽。”①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加剧了城乡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农村的资

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城市，造成农村的衰落，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扩

张，大量小农在竞争中破产，失去自己的小块土地，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指出: “农民的土

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② 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特殊表现形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

城市的统治”③。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为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创造了条件。他们指出，“消灭城乡

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④。恩格斯还阐述了消灭城乡对立的具体途径，即通过

自愿的方式“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

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⑤。恩

格斯把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通过把小共同体的农户联合为合作社，

首先在小共同体内部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步是实现城乡完全融合，整个社会成为一个

有机整体，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除城乡差距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 社会

主义阶段) ，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劳动分工的存在使得劳动者有自己

相对独立的利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现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利益

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仍将继续存在。“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

社会的文化发展。”⑥ 尽管如此，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从而为彻底

消除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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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乡产业分工依然存在，但由于私有制被彻底消灭，劳动形式与个人消费品分配没有直接联

系，劳动者的道德水平也有极大提升，这种分工不会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对立，

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将彻底消除，城乡之间完全实现融合发展。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条件

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

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①。在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看来，城乡彻底融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所有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 二)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这三大差别作为社会主

义走向共产主义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在极大程度上消灭了农村内部的贫富差别。但当时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

十分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因此需要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置于优先位置，资源配置向工业和城市

倾斜。这种资源分配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在发展水平上出现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农村管理体制和税费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实施

多轮扶贫开发工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

从温饱向小康过渡。但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财富总量匮乏是我们面临的主要

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在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程

度和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

197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4 元，前者是

后者的 2. 6 倍; 到 2012 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4127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8389 元，前者是后者的 2. 9 倍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三农”工作，把加快

农村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工作重点，制

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解决 “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行动方案。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的讲话中，从基本制度的高度阐明

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③，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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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①。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着力点。与城市相比，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发展

滞后，是制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和各方面力量加快贫困地区

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彻底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任务。

2015 年，党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方案，一方面

加大外部资源和人才输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挖掘贫困地区内部潜力，激发其内生动力。到

2020 年年底，我们胜利完成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实现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习近平指出: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② 这一论断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的辉煌成就，也指明了下一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方向和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把它作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进一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抓手。

二、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

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 2012 年到 2021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8389 元增加到 18931 元，

10 年间增长约 1. 3 倍; 同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4127 元增长到 47412 元，增长约 0. 97

倍，低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 9 下降到 2. 5③。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 一)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三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

的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一方

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甚至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据

相关学者对 25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成员国和越南、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2019 年，美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 38; 21 个欧洲国家中，比利时、英国、德国和荷兰 4 个国家

·45·

①

②

③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2 页。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322 页。

上述数据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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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 1; 13 个欧洲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大于 1 且小于或等于 1. 25; 4 个欧洲

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处在 1. 25 － 1. 5 之间。2 个发展中国家中，越南 2014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 49，农村地区人均收入为城市地区的 68% ; 印度从 2003 年到 2014 年，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

度人均消费比在 1. 84 － 1. 95 之间波动①。而我国从 1978 年到 2021 年绝大多数年份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之比大于 2，最低为 1984 年的 1. 84，最高为 2007 年的 3. 14。如果比较城乡居民消费

支出，差距就更大了。从 1978 年到 2020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之比始终大于 2，最

高为 2000 年的 3. 64，最低为 2020 年的 2. 12②。无论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看，还是从人均收入

水平看，我国都高于越南和印度，但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也大于这两国。

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普遍性，不仅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而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发展差距也比较大。2021 年，我国各省 ( 直辖市、自治区)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相差不多，普遍处于高位。东部沿海经济较

为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分别为 2. 46、2. 20、1. 94、2. 14、2. 16、

2. 26; 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分别为 3. 17、2. 50、2. 77、2. 75、

2. 42、2. 42; 中部 的 湖 南、江 西、贵 州、河 南、河 北、山 西 等 省 分 别 为 2. 45、2. 23、3. 05、

2. 12、2. 19、2. 45。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 ( 直辖市、自治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

村居民的两倍以上，最高的是甘肃省，为 3. 17 倍; 最低的是天津市，为 1. 84 倍③。由此可以看

出，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政

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 二) 国外缩小城乡差距的成功经验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 Simon Kuznets) 研究发现，一国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

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呈现倒 U 形的变化趋势，即先是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然后逐

步缩小，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规律。其实这一特征在城乡之间表现得更为显著。城乡收入差距

逐步拉大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普遍现象，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向城市聚集的必然结

果。但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一方面农业的比较收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向农业和农村地

区倾斜，使得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确实如此。以韩国为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进入快速工

业化的阶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 1962 年 － 1966 年) ，工业年增速为 7. 8%，农业年增速为

5. 3% ;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 1967 年 － 1971 年) ，工业年增速为 10. 5%，农业年增速为 2. 5%。

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年收入比例由 1962 年的 0. 71 ∶ 1 降到

1970 年的 0. 61 ∶ 1。1970 年，韩国政府发起“新乡村运动”，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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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郭燕、李家家、杜志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农业》2022 年第6 期。

上述数据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上述数据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10 期

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建设，增加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支持良种

选育，支持农民改善生活和居住环境，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和农业服务体系。韩国

“新乡村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有力推动了韩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而且有效解决了城

乡收入差距问题。到 1993 年，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为 0. 955 ∶ 1，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除①。

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增长相对放缓，农业部门比较收益相对提高，这有利于

吸引城市和工业部门的要素和资源流向农村和农业部门。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是加快农业和

农村发展速度、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有利时期。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们乘势而上，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推

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习近平指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

关口。”② 无论是从生产力还是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

问题的基础和条件。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和

完善，当前已经确立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我国公有

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农业和农村的高效资源配置提供了可靠的实现机制。

三、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全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 “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③ 这一重要论述为从根本上

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指明了方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农村外

部和农村内部共同使力。从农村外部看，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在制度、法律和行政上的分离和阻

隔，促进资源和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从农村内部看，重点是要大力培育新型集体

经济组织，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只有把外部助力和内部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 一) 加大外部助力———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习近平强调指出: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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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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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朴龙洙: 《韩国新乡村运动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 年第 11 期。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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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① 当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关

键是打通城乡双向流动的渠道，重点是促进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首先要实现制度和体制机制融合。目前，城市和乡村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要素的合理流动方

面还存在诸多制度和体制机制障碍。如户籍制度在许多城市仍然没有完全取消，使得进城农民无

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完全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的步伐，抑制了人口

和资源的合理流动。2020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5. 4%，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 18. 5 个

百分点，涉及 2. 61 亿人②。类似的还有农村宅基地的产权问题以及农村集体产权问题，这些制

度和法律因素是阻碍城市居民和资本向农村流动的巨大障碍。这些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利益，需要

统筹安排、稳妥改革、逐步推进。但无论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下大决心破除各种制度

和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城乡市场阻隔，畅通产品、资源和要素循环，形成城乡统一市场。

其次要逐步实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城乡融合。户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众多社会福利存在差异。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教

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总体来看，这一

差距仍然较大。以养老为例，在国民收入统计中，退休金、养老金等体现为转移性收入。202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为 8497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为 3937

元，前者是后者的 2. 2 倍③。推进政府公共投入城乡融合，就要逐步改变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

钩的做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政府给予农业和农村比城市更多的支持。农业生产不确定性因素多、风

险大、比较收益低，仅靠市场无法保证粮食安全，更无法实现农民致富，所以世界各国几乎都实

行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这是保证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目前，全球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 4700

亿美元。美国农民 40%的净收入来自美国政府的直接补贴。我国 2019 年中央财政划拨的农业支

持保护补贴 ( 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合并) 为 1204. 85 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

为 177. 84 亿元。2019 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为 242. 48 亿元，国家划拨的农业生产救灾和特

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为 79. 86 亿元④。这几项加起来约为 1700 亿元，把它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

只有 300 多元，仅占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 左右。尽管如此，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农

业补贴对农业发展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户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补贴率较低，补贴种类较少，等等⑤。国外的经验也表

明，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支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韩国政府开支中农业支

出所占的比例由 1972 年的 4%上升到 1978 年的 38%，而这 7 年间韩国农业和农村初步完成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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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 年第 11 期。

参见魏后凯: 《减速期中国城镇化转型与村镇发展》，https: / /m. thepaper. cn /baijiahao_ 18538267。

上述数据是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参见公茂刚、李汉瑾: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效果及优化》，《学术交流》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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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向现代的转变①。由此可见，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过程中，必须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政府对农村的支持，重点应放在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

境上。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

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农村管道天然气覆盖面还比较有限，公共活动场所和活动器材比

较匮乏，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还存在很大问题，等等。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应进一步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可能过多依靠政府补贴，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支

持应更多地转向提高农业和农村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如通过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鼓励民间

资本投资农业和农村，加强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弥补农村高素质

人才不足的短板，等等。
( 二) 强化内生动力———努力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

内因起作用。农业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还得靠农民自己。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最根本的

是增强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从内部推动农业和农村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首先，要加快培育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业和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

力。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不仅能够有效克服个体农户

小、弱、散的缺陷，适应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联

合和优化配置，而且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培养和提升广大农民的合

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习近平强调: “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

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② 近年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促进城乡要素和市场连接、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支柱性力量。目

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处于起步阶段，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合作层级较

低，内部治理也不够完善，普遍面临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的问题。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给予大力支持的同时，应该鼓励外部资本、技术和人才进入农村，与农民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只要是有利于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合作，都应该予以鼓励。

其次，要充分发挥和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团结和引领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分散的农户要

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力量，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领头人。农村党组织在农

村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是最适合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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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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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① 发挥农村

党组织的团结和引领作用，一是要选拔德才兼备的党组织带头人，党组织带头人的个人素质是农

村党组织能否发挥好引领作用的关键因素。党组织带头人不仅要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

把广大村民组织起来，而且要具有较强的市场经营能力，能够带领村集体组织从事经营活动，还

要有为集体奉献的精神，能够把村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二是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

带头人的培训。农村条件相对较差，人才匮乏，这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采取切实

措施鼓励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带头人的培训，提高其党性修养和科技文

化素质，培养其基本的市场经营能力。

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更多机会让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习近平强调:

“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

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② 农业和农村现

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农民的现代化。农业和农村从传统小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转型，不仅要采用

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更要培养农民的现代经营理念和自我发展意识。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过程中，应把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和现代经营理念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应采取措施鼓励广大农

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农民在参与政府项目或村级活动的过程中，会切身感受到集体利益与

农民个人利益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增强自立意识和合作精神。这不仅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利

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韩国“新乡村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

是鼓励农民参与，有意识地培养农民的自立意识和合作精神。韩国在修建乡村公路过程中要求村庄

组织农民参与，对于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村庄，政府不予钢筋、水泥等物质援助，这一措施取得了良

好效果，不但节约了政府支出，而且大大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自助精神。韩国“新乡村运动”

的重要参与者朴振焕在其书中写道: “如果改善公路的工作是用重型机械或雇人来做，没有村民全

力的奉献，修路的工作本身将会更加有效率。但是，村民们将会失去使他们生活伦理得到新生的教

育机会。如果改善公路的工作由政府来做，就会使村民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来解决他们村里的问

题。”③ 过去各级政府在实施和推进 “三农”项目和工程时，在动员农民参与方面做得不够，今

后应把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细。

( 彭五堂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雪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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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arty is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ing force，and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dicate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two

establishments”has its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we must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two establishments”and lead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terview of World Marxism and Left Wing Research Front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An Interview with Elias Jabbour，Brazilian Expert on China

WSS Reporter ( 29)……………………………………………………………………………………………………

 Studies on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mproving Mechanism for Worki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Bai Baoli ( 41)……………………………………………………………………………………………………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and multiple

ownership economies developing together，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hich reflects the systemic advantage of China． However，on the micro level，the inadequat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has widened th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ffect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to some ext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hav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tively play its leading role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worki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o solidly promote“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Priority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Peng Wutang ( 50)………………………………………………………………………………………
Marxism holds that the antagonism and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produ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ownership，and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antagonism and gap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uch an idea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still large，which is the biggest constraint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we must accelera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on the other，we must strive to enhance the momentu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Liu Ying ( 60)…………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 The spiritual life i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one's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the alienation of labor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one'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life leads to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men and women．

Through critique of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under capitalism，Marx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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