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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产业规划研究
——以湖北襄阳卧龙镇为例

汪　洋，李俊杰

（湖北文理学院　经管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 摘要 ]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基于推进乡村产业规划的时代背景，分析了乡村产业规划的目的与意义，

以襄阳市卧龙镇为例，就如何科学进行乡村产业规划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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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和解决农村贫穷落后的关键，农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与核心，乡村产业规划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的农村改

革和创新，主要目的在于推动乡村中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改

变农村以单一农业种植和生产为主的产业现状，实现乡村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与创新，推动乡村发展步伐能够适应现代

化社会的潮流。是目前国计民生中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1　推进乡村产业规划的时代背景

乡村产业的综合规划并非是盲目地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

应，而是经过严格的实地考察与分析，并在结合自身发展水平

和发展潜力之后，统筹大局因素作出的长远计划。这也就意味

着乡村产业规划必定有自身特有的战略优势和建设价值以及大

势所趋的时代背景，对产业规划的综合因素可以大致列为以下

几点：

1.1　宏观调控对产业的重视

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更深层次以来，在宏观调控方面

对乡村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在过去，政策方向上虽然对乡

村有所侧重，但主要针对的是其自身农业生产的供给量，目的

是为了能够实现高产高速的生活需求。同时部分基础设施的建

设也主要集中在城市打造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产

业的转型升级。但随着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乡村高产出但经

济实力仍旧落后的局面改造也迫在眉睫，唯有通过乡村产业的

合理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乡村产业规划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的经

济导向地位，这一环节的合理进行能够从整体上推动战略的深

入落实，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动社会主义强国战略

的实施。

1.2　高层农村政策的重视

中共中央自 2015 年颁布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便使得农业问题进一步得到了社

会经济建设的重视。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发展，同时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深入新农村建设，为乡

村发展提供坚定地政策支持与物质保障。除此之外，乡村振兴

战略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

总体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于 2018 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具体的产业规划提供了较为

清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这两大意见都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提供

了宏观上的框架。

1.3　第六产业的时代要求

自小农经济时代以来，一国之根基始终要依靠基础农业来

进行维持，没有农业的产出作为物质基础，那么上层建筑的构

造也终究是一纸空谈。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农业自然也要随

着历史洪流和市场需求创新求突破，从而使自身具备解决社会

基本矛盾的能力，具备解决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新中国自成

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发展已经基本缓和了现代化，城镇

化和小康化的问题，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农

业发展又重新面临着农企品牌化，农资证券化和农地市场化的

新型三农问题。这就要求农业中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从而提

高农业的综合效益，让传统较为单一化的产业向多元化的方向

发展，即推动第六产业市场价值的扩大和市场地位的提高，实

现跨界嫁接，系统集成，城乡互动和体验经济的齐头并进，带

动农业生产在经济模式多元性的大潮中巩固自身的地位。这便

与乡村产业自身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相互契合。

2　乡村产业规划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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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目前乡村人口和乡

村面积仍占有较大比重，这也就意味着乡村产业规划的顺利实

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民生造福。除了能够推动粮食生产力实

现质的飞跃之外，还能够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打好脱贫攻坚这

一战役，改善社会民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民幸福感，

推动乡村稳定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共享。

二是有助于弘扬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乡村是中华文化发

源的摇篮，其自身蕴含了几千年来华夏儿女的血泪汗水，是中

华民族魂魄的凝聚地。实施乡村产业规划，有助于唤醒现代社

会大众的逐本溯源意识，提高乡村文化的影响力，激发社会大

众对乡村文化的兴趣，让优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核永垂不朽。

三是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的产业规划是在乡

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作出的乡村建设计划，对它加以研究有

助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提高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程度和接受程度，同时也能够巩固乡村振兴战略在统筹乡村发

展，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还能够将乡村振

兴战略中所提倡的脚踏实地，严谨认真的精神落到实处，提高

农民综合素质和道德意识，使其认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从

而提高整体农民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发挥自身主体作用。

3　卧龙镇历史产业布局及产业发展现状

从卧龙镇对产业功能的构建和运营机制的计划来看，能够

反映出其对历史传统产业布局的改造和创新，同时促进多项产

业的共同发展。这也就意味着从该镇的各项计划中可以窥探当

前农村整体历史产业的布局和发展现状

3.1　历史产业布局

在过往的历史产业布局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产业结构不

完善，农村发展过于注重单一的农业种植，对于土地的利用仅

限于开采和利用，并没有对其功能进行多样开发，例如旅游、

人文、工业等等。这就导致农村的整体效益对种植业的过于依

赖，并且难以取得较为持续稳定的规模效益，同时由于农业生

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没有相关副业的辅助下，便很容易

造成劳动力负担过重和资源的消耗浪费。农业种植的范围较为

分散，且区域种植的面积较小，一家一户，一亩一田的现象较

为普遍。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分散性，缺乏统一的

规划和管理，造成产业发展主体的惰性，不利于集中化规模化

生产，也不利于新技术的大范围运用和传播，制约了产业的横

向扩展和农村的进步。另外，在产业发展方面并不注重先进技

术的引用，由于传统产业发展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造成了新

技术在劳动主体中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不高，阻碍了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高，使产业发展陷入死循环，即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生活需要，但又限制技术的运用，久而久之，便会使城

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3.2　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卧龙镇的产业规划，可以大致对农村产业布局的发展

现状加以总结。一是注重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在保证基本的农

业生产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提高对工业和特色产业开发的

重视程度。卧龙镇规划了四大襄阳战略，其中包括绿色襄阳，

注重环境保护，将卧龙镇丰富的山林资源和滩涂资源加以循环

利用和改造，建设国家性的森林城市和环保城市；文化襄阳，

将原有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软

实力，将襄阳打造成富有历史气息的特色旅游城市；产业襄阳，

通过卧龙具有强大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将其与现代化的金融、

教育和工业相结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都市襄阳，

构建“一主两副三支撑”的体系，打造襄阳新格局。二是加强

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科学技术的研发，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同时

节省人力和物力资源。卧龙镇的产业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实

现农村形象突破、土地性质突破、产业模式突破和农民受益突

破；同时要依托城市，工业和旅游业对农村产业的支持；深入

制度体系和技术的双效创新；除此之外，卧龙镇也实现了农业

和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例如襄城卧龙沁心园是休闲农业模式

的突破，南漳华中绿谷是农业和资本的结合，枣阳倪氏国际玫

瑰园是农业产业化的创新。三是实现产业的生态化。乡村振兴

战略中明确要求坚持生态优先，打造生态宜居型农村，因此在

现代化的农村产业布局中，必须要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理念。卧龙镇的产业规划注重保护环境和产业开发并举，

同时在发展中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相互交融，从而尽可能地

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4　卧龙镇产业规划的建议

综合新时期国家对于乡村发展的要求，以及卧龙镇在乡村

振兴战略指导下的产业规划，可以对乡村产业发展局势提出的

建议大致列为以下几点：

4.1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要改善以往单一劳动力单一生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局

面，运用先进的机械设备、种植技术和灌溉技术，推动农业生

产向着现代化和高速率的层面转变。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型人

才，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同时要注

重其他产业的共同开发，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从而取得规

模效益，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相得

益彰的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工贸产业集聚区的集中开发，以科

技创新引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促进制造业、交通运输业、

金融业等发展；建设农业生产拓展发展区，利用农业生产与周

围环境的关联性，带动乡村的总体进步；注重旅游策划的制定，

让文化科普、文化体验和文化观摩组成一条连续的产业链，完

善旅游业的内部结构，包括科普游，蜜月游，农家游，养生游，

商务游等；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农业合作生产平台、线上展示

平台、线下体验平台，实现科研、生产、销售和运营的有机统一。

4.2　产业的空间发展策略

要明确产业发展地的内部规划，分析其地理位置和内部的

资源环境。在交通上，注重乡村内部的配送业和运输业发展，

保证居民生活往来的便利和畅通。在资源上，依托景区和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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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业聚集区的新型农业，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历史上，可以挖掘人文景

观和历史遗址，划分可供开发的旅游景区，与农业耕地区域和

建筑建造区域相辅相成。要寻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

在空间上形成较为广阔的合作规模，包括主要交通的联通运输，

先进技术的引进，争取政府政策的倾斜支持等等。对区域的用

地加以细致分析，要将外围的交通要道、通村硬化道路等均纳

入考虑，同时也要将水田、旱地、林地、水塘等占地面积进行

科学划分，保证土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4.3　区域联动战略

加强产业联动，打破地域限制，增强跨界投资和生产，促

进乡村与乡村之间在贸易和生产上的往来。实现区域之间市场

的相互交流，包括资金和劳动力的跨域流通，同时也要借助一

定的政策支持，提高乡村联合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是

要加强区域的旅游联动，促进乡村之间的旅游人口流动，提高

自身文化和景观的知名度，促进区域之间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打破行政范围的限制。临近乡村的旅游资源之间具有内在的相

互关联性和地理位置聚拢性，实现区域旅游产业的联动，是当

下共同发展，资源共享理念的鲜明体现。卧龙镇在产业规划中

注重周边景区的建设与合作，同特定的公司与学校达成合作，

共同创建具有当地人文历史色彩的文化景区，发挥了区域联动

战略的独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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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倾向研究
——以湛江市为例

吴　萍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4088）

[ 摘要 ]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巢”现象致使农村养老缺乏责任主体，农村“养儿防老”存在养老质量问题，农村家

庭养老女儿化倾向明显。通过鼓励农村养老女儿化、健全养老权责对等的法制保障、提升农村女性经济能力、完善农村

养老保障体系等措施促进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提升农村养老质量。

[ 关键词 ] 农村养老；家庭养老；女儿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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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家庭养老现状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巢”现象致使农村养老缺乏责任

主体。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农村家庭养老的核心问题。据民

政局发表的 2015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5 年

底，我国 60 岁及上老年人口达 2.2 亿，占总人口的 16.1%，其

中 65 岁以上人口有 146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5%。据中央农

村工作办公室 2009 年调查表示，农村老龄化水平 18.3%，是城

市 7.97% 的 2.3 倍，《2014 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指出，

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 3%。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并且老龄化正逐步加深，农村养老的物质保障需求凸显。农村“空

巢”现象加重了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养老问题不仅仅是物质保

障问题，还有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的需求。农村“空巢”现象

是农村青壮年大量向城市迁移的造成的，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

养老的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等内容缺乏承担主体。

农村“养儿防老”存在养老质量问题。农村“养儿防老”

观念仍在社会养老模式中占据主流地位，湛江农村仍然存在。

但农村儿子养老存在较为突出的质量问题，农村老人养老的物

质保障尚且存在不足，服务保障和精神慰藉存在较大的缺口。

农村儿子更多关注老人的物质需求，忽视了老人的服务和情感

需求，致使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2　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的优劣分析

2.1　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的优点

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改善了农村性别关系。女儿养老行为

能带来农村性别关系上的改变，女儿参与家庭养老行为本身就

表明女性社会地位和女权意识的提高，说明男女性别平等已经

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与农村性别意识

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农村家庭中，女儿参与家庭养老让社会

刷新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逆向影响会冲击我国

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改变农村“生儿比女好”的生育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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