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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康时代乡村何以振兴？
简单地说， 就是怎样把发展和治
理结合起来， 这对于当前乡村振
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跟大
家展示的是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
的五项议程：可持续脱贫怎么做，
空心村如何治理， 基层减负如何
可能，基层经验如何推广，如何推
进基层持续创新。

在可持续脱贫怎么做这个重
要的议程中，我们特别要明确，今
天的农民、弱势群体、困难群体所

缺少的不只是物质， 而是选择的
机会。所以，通过治理不仅要实现
经济目标， 还要实现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目标。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把
贫困分为物质贫困、相对贫困、精
神贫困、制度性贫困。作为一个公
共管理学者， 我更加关注制度性
贫困。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户籍
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发展方式等， 这导致可持续脱贫
难度增加。

物质贫困是比较容易识别
的，是显性的。 相对贫困、精神贫
困、制度性贫困属于隐性的，难以
识别、统计和衡量，治理的周期也
比较长。 所以怎样通过制度性安
排来实现可持续脱贫， 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挑战。

如何构建发展与治理的共同
载体？ 我在这里罗列了像工商资
本下乡模式、小额信贷模式、村民
股份合作社模式， 这三种模式都
试图把发展与治理结合起来，实

现可持续脱贫。 这是我要讲的第
一个重要议程。

第二个重要议程，空心村如进
行治理。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农村
出现大量空心村。 怎么去空心村？
并不是简单的强调原住民怎么回
流， 而是必须要走差异化的道路，
产业帮扶是去空心村的关键。

第三个重要议程是基层减负
如何可能。为基层减负的根本路径
是要推进基层大限度的自治。基层
问题在表面上看是在基层，但其背
后深层逻辑涉及更高层面。所以理
清政府职责， 还基层一片自治空
间，这是为基层减负的根本途径。

第四个重要议程， 如何推进
基层持续创新。 我们现在看到一
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地方创新
非常活跃。 但另一方面， 地方创
新、基层创新寿命又很短。如何让
基层创新可持续， 我觉得最核心
的命题是， 基层创新不要仅仅以
创新为目标，为政绩而创新，而是
要以社会有效治理来作为目标，
为有效治理创新。

我们团队做了一个典型案例。
浙江省桐乡市在 2013年开展了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
理创新实践，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
报告。 如今已经八年多过去了，它

仍然在不断持续创新。特别是它向
应用端不断移动， 从 2013年在解
决农村的基层治理中的集体问题
出发，提出了一个创新模式，到现
在已经包括农村信贷、农贸市场建
设，包括疫情防控等。

最后一个议程是基层经验如
何推广。我们提出，总结推广不应
该只是一个成果经验的复制，更
应当是探索和保障社会有效治理
的基本原则。 很多地方在创新社
会治理的时候， 都倾向于带上枫
桥经验、三治融合经验的帽子，反
而有可能禁锢或者掩盖其他独立
的创新。 所以我们在基层经验创
新推广的过程中， 需要尽量避免
以行政命令来确立一个主导的基
层社会治理模式。

比说， 浙江嘉兴开展了三治
融合实践执行的擂台赛， 运用在
垃圾分类、反网络诈骗、组团式服
务、移风易俗这些领域，这样就能
够在擂台赛上展示， 其他地方可
以采纳，能够快速推广，这些推广
模式往往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所
以，怎样把基层经验总结推广，基
层创新案例可以通过同行评议机
制。 这样就使得我们有更多基层
经验能够得到推广， 而且能够在
推广过程中得到创新。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

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议程

带着这样一些思考和问题，
我们最近在京津冀地区做相关的
调研。

就在 12月，我去了北京顺义
区的一个农场。 该农场是以耕读
合一、知行合一的方式，培养更多
的青年人到农场学习工作三四
年， 掌握生态农业种植养殖的技
术后，支持他们回乡创业。这些年
轻人， 是未来农村发展乡村振兴
的希望， 他们可以说是真正意义
上的“新农人”，而不是简单地销
售农产品。同时，该农场也建设了
一个持续支持网络， 支持“新农
人” 的持续学习生态农业生产技
术、管理，以及产品的销售。 这十
年间，他们培训了 1500 名这样的
“新农人”。 这样社会化运作的生
态农场，建设在城市周边，它不仅
承担着有机种植的作用， 为城市
生活的家庭提供有机产品， 还有
为城里的孩子做土地教育、 劳动
教育的作用， 让孩子从小就热爱
大自然，保护土地，热爱生活。 这
也是社会化生农业的一个点：消
费者和乡村的直接链接。

我在农场调研的时候， 遇上
了四位“新农人”，他们是农业大
学毕业的本科生， 也有学计算机
等其他学科的年轻人。 通过与他
们聊天，我发现他们是真正的“一
懂两爱”的人才：懂农业、爱农民、
爱农村。 但他们的同学中再无别
人从事农业。在此，我提出的第一
个建议是：对回乡创业的青年“新
农人”给与支持。企业家有更多的
资源、资金、管理经验，可以与专
业的团队结合， 孵化出更多类似
的新型生态农场， 培养出更多建
设新农村的“新农人”人才。

2020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
国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碳中和”目标体现了党和政
府推进气候行动的巨大雄心，也对
经济低碳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中通常只考虑森林植被碳汇，而
未将土壤碳汇计入。农业实现“碳
中和”在于固碳（大气二氧化碳固
定）和减排（减少甲烷和氧化亚氮
排放）两个方面。 在 0~20 厘米的

土壤表层，每新增 1%的有机质含
量， 可以产生 800 公斤/亩/年的
固碳的效能。 若能在全国 10%的
耕地面积上（1.8 亿亩）新增 1%的
有机质， 则相当于 1.5亿吨/年的
固碳效果。所以，加大对生态农业
的投入， 通过更加环保的方式增
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使得养育
我们的土地更加肥沃， 更关键的
是，可以固碳减碳，实现环保、实
现农业生产与环保的可循环、可
持续发展。

这也是一个重要意义上的乡
村碳惠的探索，即：通过对社会化
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探索， 采用
有机耕种的方式， 改善华北平原
等更多地区的土壤状况， 增加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 从而逐步实现
土壤固碳，中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实践，值
得投入的事。

如何实现“碳惠村”的实际
落地？

一、 通过在农村推行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植被固碳+土壤
改良固碳，多措并举创造碳汇

要一方面倡导乡村低碳，另
一方面要在城市推动食物教育，
更健康饮食，减少浪费，我在调研
时，发现一个数据：目前，我们国
家的农业生产，在生产、物流的环
节就有 30%的浪费和损耗。

在此， 我也号召企业家朋友
们在当地对接生态新农人网络，
支持这些真正在从事生态农业的
年轻人解决销售问题的同时，还
可以减少食物里程的碳排放。 每
5个消费者加入，可以改变 1亩土

地；每 10个消费者加入，可以让 1
位农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每 100
个消费者加入， 可以支持 1 位青
年返乡； 每 1000 个消费者加入，
就可能带动 1 个乡村。 通过消费
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这是真正
的授人以渔和可持续发展。

二、为“碳惠村”输送、培养“新
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

乡村振兴靠的是在乡村生活
的农民， 也需要我们更多的企业
家承担起社会责任， 为新一代的
青年农民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掌握更加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管
理技术。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乡村
的能人。我真诚号召大家，为我们
的乡村做出企业家的贡献： 贡献
资金、资源和管理技术，帮助和支
持新农人回乡创业、发展。

德龙集团、新天钢集团董事长、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丁立国：

以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新理念发展碳惠村事业
2021年，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号召，我

们企业家积极响应。 两个月前，我们提出了“碳
惠村”的构想。 以建设“碳惠村”为切入点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何
做？如何做到固碳、减碳从而实现企业发展和乡村发展的有效结合？企
业家的资金、资源、管理等如何与乡村振兴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效
衔接？ “碳惠村”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2020年12 月 31 日，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消灭绝对贫
困，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完成脱贫攻坚之后，我们要向第二个奋斗目标迈

进，我们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