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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王 涛 

长江大学  湖北荆州 

【摘要】我国自古便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当下各类先进技术的发展，农业领域中已经引进了许多的

现代化技术，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发展。现如今，农业企业化是我国农业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那么怎么才能更快速有效地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和跟进时代的变化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中

便就农业企业化的现代化发展途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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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Enterpriseization: An Important Way to Modernize China's Rural Areas 

Wang Tao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Abstract】My country has been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y modern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which has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Nowadays,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of our country, so how to improve the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more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nd follow up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have 
become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ization. 

【Keywords】Agribusiness;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Important Ways 
 

1 农业企业化面对的问题 
在现代，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

时期，为此我们如何更进一步提高。那么我国的实

施改造农业企业化面临着棘手的哪些问题？中国科

学院胡鞍钢为我们举出了四个困难问题： 
1.1 解决土地资源流转问题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农业大国，不论是美国、

意大利、日本等农业企业化相比，虽然中国人口多，

但是人均耕地少都是一些“小地主”降低了国家农

业企业的发展，唯一能推动农业企业发展的途径是

土地资源流转和不集中。而现在我们如何在不破坏

家庭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之上，还能实现土地资源的

流转，更近和创新我国农村土地的经营是农业企业

化的重点对象。在今天，许多农业企业不断地“霸

占”着荒土地还有土地面积相对于比较大的甚至

6000 亩地，这些承包商不仅占用着土地还要收农民

租地的钱所以农民相对于收入要少一点，这些承包

商就多拿一点。那么找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除此

之外，我们更应该避免两种问题，第一尽量避免土

地出租价钱的问题另一种不要造成农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太大，处理不好又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新的问题
[1-4]。 

1.2 农业企业的资金问题 
农业企业化首先农民是这场制度的主要对象，

刚开始资本和需要贷款的资金是阻碍农民企业快速

发展的关键和限制因素。得知这个结果之后，我们

国家立马做了改造，在今天，可以看见路边有一些

农村的企业贷款，但是这个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因为有许多的农村企业的贷款使用的范围很小，

小到只能用于粮食和棉花的购买，所以村民之间的

有无利息和贷款是农业途径发展的重要部分，这验

证了农村企业贷款并不适合农业企业化的发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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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农村企业贷款还不够成熟人员技术和技能评估

能力等[5-8]。 
2 农业发展部分劳动力出现问题 
随着社会在进步，时代在改变，农业里的人发

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在今天，农业部分劳动力

无法转移到非农业产业下，只能将土地作为生产而

赚钱，正是因为这样导致农业发生各种化的发展造

成了阻碍，因此影响到了农业企业化的发展进步。

许多农民劳动或者已经往城市里发展，土地也被人

遗忘。同时城市竞争力很大，很多农民也被竞争了

下来，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普遍[9-11]。 
3 农业企业化离我们还很远吗？ 
我国科学院胡鞍钢提出农业企业化要发展成多

样化并且要不断提升的长远过程，在有条件的范围

下我们可以慢慢完善推动发展。他从各方面原因总

结了以下几种原因： 
3.1 要保持认真向上的态度逐渐推动农村土地

的改造 
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大提升，

也正是我们最难改造的经济发展与创新。农业户口

家庭经营和耕地范围太小不仅大大的限制了农业劳

动生产还降低了农产品的提高率。这种情况不仅存

在于我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确保新的

改革变化能更好地适应，更要防止有些承包商利用

出租地来获取无地农民的钱从而获取利益。劝导农

民的粮食田、水田等能给家庭带来更好的收益，荒

芜的产地，山坡减少。由于土地的经营规定有一定

限度无法完整投入农业资本，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劳

动力丰富的优势，同时也有劣势。或者实施周转从

而达到了农业企业化的基本目的不变，并且提高了

土地流转和经营的创新[2]。解决了土地流转问题，还

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改造，那么就是解决无

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可以去给农民组织一场调查，

了解目前的无地农民的内心想法，采取措施，给他

们介绍新的就业岗位，可以提倡农民以土地流转的

形式进行流转，更能确保农民的长远稳定的收入，

还可以参照每一年的土地市场规定价格来出租。公

平对待，让农民不会因为土地的价格升高或者货物

受损，宣扬各地区也应当快速地实施这个新政策为

以后的农业企业化做基础。让农民对流转和以出租

土地的行为说不，从而来避免人数过度土地缺乏，

确保在 30 年之间不准破坏规矩不可越线来警示。在

企业化的过程当中里，应该关注农民的主要部位。

我们更要注重农民的自己是否愿意的原则[12-18]。 
3.2 改造农村贷款资金组织，从而改变在目前

不适应的形式是重要对象。 
农业企业属于一个发展的过程。根据农业市场

的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以市场为指导，经济有效

是中心同时还要保持家庭联产承包处于稳定的状态

之下在现有的农村土地生产力相对于平稳的情况下

分散农民。在开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在贷款方面不

许有抵触心理也更不要歧视农业、企业 更应该提倡

这个活动，呼吁农民积极响应。同时还要以身作则

农业合作基金会作为引导，不断地规范该怎么操作，

获得农民的信任，加强竞争和不同特点的需要。再

次加强和管理农业金融机制巩固融资的环境明确目

标，高度运行还要特别关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

政府在农业变化的过程中，不仅要领导以身作则还

要服务人民。通过与中央和政府的协商来调动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从而来解决和实施因工农业产品内部

价钱不合理的恶劣、低成本高收入的恶劣问题，来

以此确保农民的内卷，多多协调农业发展的问题。

要有团队精神，公平公正的观念，谁来投资谁最终

就会获益，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风险同担的原则。

并且不断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职业来帮助。不仅这

样更要维护好农业发展的利益和投资的风险，有着

良好向上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更要注重发展中

的环境，投资者失败焦虑情绪等都是我们要考虑到

的容易忽略的问题。 
3.3 提倡农业部分劳动力向非农业转换 
农业企业化与农业部分劳动力是一个相互的过

程，也是相互利用的过程，只要农业企业化转移多

土地的荒芜和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企业的发展

就慢慢变好。所以，我国更应该把从前老套的旧思

想消除劳动力制度。目前，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的

前提下，可以做出以下措施：第一、在今天，农村

户口的人还有很多，但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所以，

我国以“户口换土地”，来改造小城市户口制度管

辖，最大程度的将土地来运用的合理，然后慢慢地

将降低成本，逐渐取消旧传统慢慢创新农田工业企

业化，针对于城市或者城镇连续参加四年等工作的

农民给予户口，把农民“买” 走。第二、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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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换土地”的政策来提高农民的工作兴趣，要求

是要在乡镇上参加五年工作应对原产地承包作出必

然调整。来“请走”农民第三种、以机会换取土地，

主要针对于对那些正在上学。招募工人的农民，慢

慢调整，或者“送走”农民。但是这个办法还不够

成熟，可以不断创新几年巩固或者在一些发达地区

实施[19-20]。 
4 结语 
中国农业企业化是一个不断变化多方面发展的

过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进和不断提高创新以此来

推动农业企业化，以上已经列举了许多和措施，引

导农民实施巩固新政策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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