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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 

张 旭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南昌 

【摘要】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不难发现我国在农业

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成绩十分显著。但是在实际的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了解发现，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为农村基础设施比

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是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对

农村基础设施进行了简单分析，阐述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农业解困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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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 of social development, my country's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y count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results are very remarkable. However, in the actu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which a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have not ye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Among them, the more prominent problem is that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backward, which ha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agri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y country'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facing difficult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expounds the role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concrete strategies for solving agricultural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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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农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新时期，我国在农业的发展方面

面临困境。比如，近些年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在价格上不占优势，

导致农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因此，需要重视农村基

础设施的投资，以农业的发展情况为基础，通过多

种方式，推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农业的发展能

够尽快走出困境。 
1 农村基础设施的概述 
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理解，简单的来说，可以

将其认为是能够对农村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包括

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且在农民的生活中，能

够为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

从整体上来说，其不仅仅是指能够为农民的生产所

提供的设施，并且是为农民生活服务的设施，这些

设施能够具备较长的使用时间，是全部设施的总称。

将农村基础设施进行细分，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生产类型的基础设置。比如，技术推广设

施、农田水利建设等等；第二种，生活类型的基础

设施。这种类型的基础设施比较常见，比如道路、

沼气等等；第三种，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为了解

决关于长远发展类型的问题，或者与农民生计相关

的问题，比如增收、防护林体系等等；第四种，社

会发展类型的基础设施。比如，农村卫生[1-3]。 
2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以及农民的作用 
从作用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个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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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硬件方面。具体的来说，可以改善农

村地区的各种条件，使农村地区的面貌得到大大改

善。其中，以农村地区道路的建设为例，通过对乡

镇之间道路建设的投资，能够以农村目前的道路情

况为基础，提高道路网布局的合理性。与此同时，

能够使道路更加平整。道路条件的改善，不仅能够

使农民的出行更加轻松，改善农民的出行方式，并

且能够直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比如，在以往的

农村中，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由于道路条件较差，

农产品的销售比较困难，交通出行成本较高，在一

定程序上限制了农民的经济收入。道路条件得到改

善之后，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比较方便，且成本较

低，也能够方便农村采购其他物品。不管是在农产

品的销售过程中，还是农作物的生产过程中，农民

都能够及时获取外来的信息，在信息的沟通与交流

上更加方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此外，对于农村

中的一些非务农人员，或者经商人员，为其带来了

较大的便利，有利于农民更好的发展[2-4]。 
另一方面，软件方面。在新时期，我国进一步

加强了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出现了各种各样与农

业相关的技术服务，农民的劳动技能得到了大大提

升。比如，在以往的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农民在施

肥环节比较随意，一些农民通常按照经验进行施肥，

导致农作物的种植产量不高。在遇到病虫害时，缺

乏科学性的防治手段，在农药的使用环节具有盲目

性的特点，不利于农作物品质的提升。随着农民劳

动技能的不断提升，大部分农民都掌握了科学的病

虫害方式手段，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得到了同步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在提升的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

的发展，农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大大提高[5-8]。 
3 农业解困策略 
3.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法治建设 
首先，对于国家所发布的重点助农政策，且金

额较大的政策，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使政策能够发

展为相应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要通过政策层面

的约束，使各级乡镇政府能够明确促进农业发展的

重要责任，在资金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在实

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要最大程度上的缩

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法律层面提

供保证。比如，地、资金方面的流通政策；最后，

在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要进一步提高建设

主体的规范性，对于建设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进行

规定。比如，集体组织、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体等等，

从而协调好各方的经济利益[9-10]。 
3.2 推进农村振兴落地见效 
首先，要对农村当地的情况进行全面、深入了

解，包括当地的财政支出、农民的收入水平等等，

以掌握的信息为此基础，制定出针对性的基础设施

发展策略；其次，在实际的基础设施策略落实过程

中，要找到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且灵活处理好各

种各样的问题，从“人”与“资金”这两个方面入

手，从而使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顺利进行；

最后，要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制定出相

应的绩效评价指标，完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科学

性、可行性的评价标准，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政策

执行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为农村振兴事业的发展提

供重要保障[11]。 
3.3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发展质量 
在具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在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的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在保证粮食

补给的同时，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第二，

在全面推进农村振兴的政策下，要抓住农业发展的

基础，尤其是对于道路设施的建设方面，要对交通

网络布局进行更深层次的规划，要长远的眼光对待

规划，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最终目的；第三，通过对部分

农村地区电力基础设施的了解发现，普遍存在老旧

的情况，需要从行动上加强维修，以农村当地的电

压环境为基础，提供相对应的供电模式，降低农村

地区的用电成本，以及达到安全用电的目的；第四，

针对医疗基础设施方面，要通过资金方面的支持，

吸引更多的医疗人才，为当地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

重要保障；第五，在新时期，要加强农村的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12-15]。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投资，走出农业发展的困境十分重要。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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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资金方面的投入，以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

况为基础，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农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奠定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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