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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农业理论下广州乡村振兴策略研究
赵建华 欧阳浩宇 李钰涵
渊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袁广东广州 510640冤
摘要 多功能农业理论是国际上涉及农业政策和乡村发展的一项综合理论袁可为我国乡村振兴及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参考遥 本文从多功能农业的理论内涵着手袁梳理国内外多功能农业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经验袁指出多功能农业具有经
济尧生态尧文化和社会等多元价值遥 通过剖析广州现阶段乡村发展诉求袁从产业融合尧空间规划尧文化传承尧乡村治理等
4 个方面探讨新时期广州乡村振兴策略袁以期实现乡村的价值回归与繁荣振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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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袁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升袁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袁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就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加速转型的关键时

叶新乡村发展法曳袁提出以地方优势与需求为基础袁推动

城乡之间资本和要素的良性循环[1-2]遥 丹麦尧荷兰等国
家从提出明确土地政策尧细化农业用地类型尧评估量

期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解决野三农冶问题的根

化土地经济效益和规划设计乡村景观等方面进行了

本所在遥

实践遥 日本与韩国在多功能农业的相关实践中袁注重

多功能农业理论渊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theory冤

是国际上关于农业政策和乡村发展的一项综合理论袁
对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地区间的平衡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1-2]遥 多功能农业作为新型业态袁具有

农业对文化传承尧构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的积极促进
作用袁推行以乡村社区为引导袁通过激发农民内生动

力袁逐步实现乡村社区的营建与真正发展[3]遥

欧盟尧日本尧韩国的实践证明袁多功能农业通过农

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等多元价值袁可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

业的耕作加工尧环境服务的价值评估和土地使用的再

有益参考遥 本文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袁剖析我国现阶

认知紧密联系遥 多功能农业可以实现粮食安全尧社会

段乡村发展的诉求袁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式

责任与经济效益等综合价值遥

发展策略袁以期实现乡村的价值回归与繁荣振兴遥

1 多功能农业理论发展及实践
1.1 国外多功能农业理论的相关研究

1.2 国内多功能农业理论的相关研究
我国有悠久的农耕历史袁创造了璀璨的华夏文明遥

21 世纪以来袁国家持续多年关注现代农业的多功能发

20 世纪中叶袁石油农业导致的粮食安全和环境污

展遥 国内多功能农业有较多的研究与实践袁如野绿色农

染问题日趋严重袁农业的多功能价值重新为人们认识遥

业冶野都市农业冶野多功能大循环农业冶[4]等遥 当前袁多功

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多功能农业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袁如

能农业被认为是实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

欧盟野乡村发展计划冶尧日本野稻米文化运动冶尧韩国野新
农政冶乡村运动等遥

1988 年欧盟在叶乡村社会的未来曳中首次提出多

之一[5]遥

现有研究正迈向符合我国国情的积极创新阶段袁

主要集中在以下 2 个方面遥 一是关于多功能农业内

功能农业理论袁指出农业除生产功能外袁社会尧文化和

涵尧范式与评价的相关研究遥 针对多功能农业的复杂

生态等非商品价值尤为重要遥 1999 年多功能农业被正

性特征袁从区域尧村镇不同尺度对多功能农业效果进

式纳入欧盟的农业政策袁 制定了基于多功能农业的

野欧洲乡村发展模式冶袁并通过定期多功能农业影响评
估袁监测其实施成效遥 在此基础上袁2005 年欧盟颁布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渊2017GXJK011冤遥
作者简介 赵建华渊1977要冤袁女袁河南郑州人袁博士袁副教授遥
研究方向院村镇规划与设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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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评价袁研究多功能农业与农业生产尧农业用地

管理尧乡村景观风貌尧社会生活等因素的关系[6-7]袁探索
乡村地区新型产业与空间协同性发展策略[6]遥 二是结

合具体地区实践袁从环境保护尧产业发展尧空间整治尧
社会治理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开展多功能农业政策尧实
施机制研究 [8-9]袁解决城乡联动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袁开
展适合中国实际的多功能农业理论研究遥

赵建华等院多功能农业理论下广州乡村振兴策略研究
综上所述袁多功能农业理论是一项涵盖农业政策
和乡村发展的综合战略遥 多功能农业的发展袁将有助

动生产率则高达 8 万元/人遥 三是对乡村文化景观和农
业景观缺乏保护意识袁对其游憩尧教育尧科普等社会价

于我国乡村经济尧生态尧文化尧社会等多元价值的实

值认识不足袁乡村农业尧文化景观价值有待深入挖掘袁

现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遥

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遥 四是乡村的现代化治理

2 广州市乡村发展的现实诉求

水平有待提高遥 乡村治理以基层党建为主体袁农民的

广州市位于水网密布的珠三角地区袁涉农地区主

内生动力和主动性有待激发遥 农村年轻劳动力多在外

要位于北部和南部城市边缘地带袁具体包括花都区尧

务工袁返乡创业率不高遥 农业从业者技术水平偏低袁缺

从化区尧增城区尧番禺区尧南沙区等地遥 乡村自然环境

少再教育意识遥

优越袁人居环境基础良好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

广东省其他乡村地区渊图 1冤遥 广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来袁 大力发展以都市农业为主的多功能农业袁取
得了一定成就袁乡村建设基本完成人居环境质量提升袁
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遥 2019 年广州市都市农业总收

入达到 2 383.86 亿元袁同比增长 10%袁是传统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的 4.8 倍遥 近 5 年袁广州市的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幅一直稳定在 9%~11%[10]遥

3 多功能农业理论下广州乡村振兴策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发展袁广州作为湾区的
核心城市之一袁乡村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11]遥 本

文立足广州乡村发展实际情况袁借鉴多功能农业理论袁

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尧产业融合发展尧文化传承尧乡村
治理等方面探索广州乡村振兴策略袁以乡村一体化发
展推动湾区城乡融合发展遥
3.1 以生态功能为先袁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村土地用地类型多元化是实现多功能农业的
空间支撑条件遥 在严格耕地保护和生态空间区域准入
的前提下袁统筹和整治广州全域范围乡村土地袁改善
零散破碎的用地现状袁保障乡村生态价值的实现遥 具
体措施院北部山区以山水自然资源的维育和保护为主袁
适当控制用地规模袁加强生态廊道建设曰南部水网地
区以岭南水乡文化延续和以野桑基鱼塘冶为代表的生
态循环农业保护为主袁细化乡村土地使用类型尧规模遥
通过生态旅游产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袁创造整体连
接尧确权分明的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体系袁促进土地市
场公平公正袁真正实现农民利益诉求遥
3.2 以经济功能为本袁加快农业全产业链融合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遥 多功能
农业社会尧文化等非商品价值亦是依附于生产功能而
实现的遥 广州应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袁

注院资料来源于叶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
渊2010要2020冤曳遥

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布局袁加快现代农业研发进程袁提

图 1 广州乡村地区分布

高农业发展智能化水平袁延伸农业产业链袁促进农业

目前袁 广州乡村振兴仍面临较为艰巨的任务袁主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袁依托具有特色发展优势的重点村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遥 一是广州地形复杂袁城

镇形成以农业与旅游尧文创尧康养尧研发等多种体验经

乡混杂度高袁土地资源数量有限袁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济相融合的多功能农业集群袁构建以多功能农业为目

受到用地制约遥 广州市农业耕地面积仅 12.27 万 hm 袁

标的新型农业产业格局袁强化城镇的辐射带动力袁实

2

尤其广州北部山区耕地较为分散袁不利于规模化利用遥

现农业增值和农民富裕的发展目标遥

2019 年广州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仅 45%遥 二是都市

3.3 以文化功能为魂袁传承与创新乡土文化

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袁但产业链短尧融合度

广州作为广府文化核心区袁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

低尧现代化管理水平不高遥 农业经营仍以分散经营的

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遥 因此袁在多功能农业融合发

小农经济和家庭经济为主袁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少袁

展过程中袁应着重挖掘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

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遥 比如袁2019 年

化袁创新传承传统技艺手工袁延续优秀的乡风民俗袁营

广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3 万元/人袁而同期上海农业劳

造乡土特色景观遥 通过乡土研学尧自然教育尧农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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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尧节事庆典等体验经济方式袁以广府文化为特色袁以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成因袁增强农村自主发展能力遥本

野全域风景化冶为理念 袁连线连片建设美丽乡村群袁形

文以广州乡村地区为例袁从产业融合尧空间规划尧文化

广式乡村文化景观遥 此外袁结合信息技术袁通过线上

展策略袁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遥

[11]

成具有地域性尧可识别的野一村一特色冶野一镇一品牌冶
线下混融的数字化经济模式袁创新多元文化传承路
径袁将乡土文化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之中遥
3.4 以社会功能为脉袁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多功能农业的生产与经营袁对农业从业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遥 一是政府要从决策者转变为引导者袁搭
建助农服务平台袁借助社会外来资本激发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遥 二是新的产业环境和市场需求要求农民掌握
多种技能尧富有创新精神袁从原本的单一生产者积极
转变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遥 三是积极培
育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新型经营主体袁支持家庭农
场和合作社发展袁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
益联结机制袁提高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能力遥 在乡村治
理中形成基层党建引领袁村民为主体袁社会尧企业多方
共同参与的共治尧共建尧共享的乡村治理模式袁从野外
界输血型冶转变为野内生造血型冶[3]袁激发乡村治理的内
生动力遥

4 结语
国外的实践证明袁多功能农业理论对乡村发展有
着积极推动作用遥 我国与国外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较
大不同袁需要在明辨国内外社会尧经济尧制度等方面差
异的基础上袁去芜存菁袁准确判读我国当前乡村发展
渊上接第 213 页冤

传承尧乡村治理等 4 个方面探寻乡村振兴的内生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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