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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撷英

（LEADER 项目）。该项目创立于 1991 年，

最初是一个区域性农村发展的实验项目，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让当地群众参

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决策和管理，2007 年

被纳入欧盟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不断发展在各地成立了地方性行动

小组，联合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进

农村社会发展。

经历了工业化驱动的“逆城市化”

阶段后，德国乡村人口结构已由传统的

农业人口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为主。

把这些人留在乡村，除了就业外还需要

增强乡村绿色生态环境和特色风貌对他

们的吸引力。因此，1969 年联邦德国颁

布《“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

任务法》，通过补贴、贷款、担保等方

式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乡村景

观和自然环境。1976 年对《土地整治法》

进行修订，突出保护和塑造乡村特色。

1977 年由国家土地整治管理局正式启动

实施以“农业—结构更新”为重点的村

庄更新计划，主要内容是在保留原有特

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应对乡村发展危

机、促进农村繁荣发展，是大多数国家

曾经或将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德国城市

化起步较早，在其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

段，乡村地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较大

差异，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调整

完善。从德国应对乡村发展危机的经验

做法中，可以为我国找准切入点有效促

进乡村振兴提供启示。

以产业“逆城市化”增加乡村就

业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重

建使城市成为经济和生活的中心，加之

农业机械化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

出来，乡村人口大量减少，缺乏生机活力。

针对这种情况，1954 年和 1955 年原联邦

德国先后颁布《土地整治法》和《农业法》，

推动小规模农户退出后的土地流转集中、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完善乡村基础

设施、提高乡村生活水平。通过完善产

业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布局规划，强化小

城市和镇的产业配套与服务功能，增强

其对大企业的吸引力，让在小城市和镇

工作、回乡村居住成为理想的工作生活

方式，形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逆城市化”

发展趋势。德国排名前 100 名的大企业，

只有 3 个将总部放在首都柏林，很多大

企业的总部设在小镇上，比如贝塔斯曼

集团、大众、奥迪、欧宝的总部分别在

居特斯洛、沃尔斯堡、因戈尔施塔特和

吕瑟尔斯海姆小镇上。这在很大程度上

带动了乡村的现代化，促进了城乡的均

衡协调发展。

以欧盟“引领项目”促进乡村地

区综合发展
欧 盟 促 进 乡 村 地 区 综 合 发 展 最 主

要的项目是农村地区发展联合行动项目

色基础上整修房屋和强化基础设施，使

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以生物质资源利用促进产业融合
德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予

以持续推进，支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生物质资源的利用。2009

年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部和联邦环境、

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联合发布的《国家

生物质能行动计划》，2013 年德国联邦

食品与农业部发布的《国家生物经济政

策战略》，均将生物能源、生物原料开

发利用以及生物废弃物利用作为创造乡

村就业机会、提高农业增加值和保护乡

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扩大了

农场收入来源，解决了农业废弃物污染

问题。德国对生物发电厂给予装机设备

和上网电价补贴支持，约定了 20 年对每

组发电机的一半产能以 0.19 欧元 / 度并

网收购，而正常并网发电价格是 0.04 欧

元 / 度。根据德国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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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因此，应赋予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平台，

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

相结合。

不同发展阶段乡村衰落的内在逻辑

不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也必须相应

调整。德国作为工业化的先行者，经历

了城市化的完整过程，其在不同发展阶

段面临的乡村发展问题不同，应对策略

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城市化率 70%

前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此前，主要以

农业支持保护对冲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对冲城乡生

活条件差异的扩大；此后，更加注重以

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对冲城乡工业的效

率差异，以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对冲城

乡生活繁华程度差异的扩大。我国目前

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应坚定不

移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

续降低乡村人口总量和占比。要注意改

善乡村人口结构，让乡村能够留住和吸

引一批年轻人，以增强乡村生机和活力。

为此，要紧紧抓住振兴产业这个核心，

为年轻人创造有足够吸引力的职业发展

空间；同时，也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年轻人愿意在乡

村长期生活下去。

促进乡村振兴需要营造社会氛围。

德国不仅通过颁布《土地整治法》《农

业法》《联邦空间规划》等法律法规、

实施村庄更新计划和欧盟“引领项目”

等投资建设活动以促进乡村振兴，而且

注重为乡村振兴营造氛围。例如，在民

间自发开展乡村社区美化竞赛的基础上，

1961 年联邦德国农业部将其转化为全国

性的乡村竞赛制度，每三年举办一届“我

们村庄更美丽”竞赛，2007 年更名为“我

们村庄明天会更美好”竞赛，从注重外

在美转向注重内涵美。

我国应借鉴德国经验进行统筹谋划，

围绕现阶段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设计赛

事内容和规则，提高活动的实效性和持

久影响力。 （摘自《中国自然资源报》）

法》，生物质能源纳入了竞标系统，这

有助于生物能源运营商获得更大配额的

上网电价补贴支持。德国政府要求未来

三年，生物质能发电的装机容量每年平

均要增加 150 兆瓦，之后的三年平均每

年要增加 200 兆瓦。生物能源产能的扩

大将给未来乡村地区增加一项新创收产

业。生物质发电的补贴政策，本质上是

以城补乡、以工补农。生物能源的主要

原料是作物秸秆、牲畜粪便等，不仅解

决了农业废弃物的清洁化处理问题，而

且还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优化

乡村环境和保持自然生态的一个重要环

节。

另一方面，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整

合和城乡融合。分布在乡村地区的生物

发电厂基本都是农场入股成立的，具有

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因为能够从发电

厂获得分红，农场主都积极将作物秸秆

运送到发电厂，同时产生的沼液又由农

场主免费拉回去作为生物有机肥，促进

了生态农业的规模化推广。在农业加工

产业链上，种植者与企业也以股权为纽

带紧密相连，形成互促互利的良性发展

模式。比如，下萨克森州的甜菜种植农

场组成甜菜种植者协会，入股参与两个

糖料加工厂，派出代表监督糖厂的甜菜

收购、扣杂、付款和利润分配，糖厂与

种植农户签订订单进行配额生产，形成

稳定的供销关系。2017 年德国甜菜种植

补贴取消后，尽管甜菜生产者的种植收

益受到较大影响，但因为能够分享下游

糖加工技术进步带来的糖产业收益的增

加，并没有影响甜菜生产者的种植积极

性。此外，以农场为主投资经营的生物

发电厂，还可以自主投资建设输热输气

管网，通过沼气供气、供暖、供应热水

等不同能源形态满足周边社区居民的用

能需求，以获得更大生物能源收入。周

边社区则可以不依赖于市政能源供应，

而获得更廉价、生态的能源。

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
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德国大部

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

活环境，乡村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但由

于乡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的减少，

使得基本生活服务因缺乏市场规模而供

应不足，生活便利性下降又导致人口进

一步从乡村流出。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不

充分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卖掉乡村住房

到城市居住，现代生活服务设施和就业

机会的不足使年轻人越来越难以留在乡

村。面对保持乡村活力的新问题，德国

又出现乡村“再振兴”的需求。

2014 年 10 月 29 日，德国联邦农业

与食品部提出了新的农村发展计划，其

目标是支持农村创新发展，让农村成为

有吸引力、生活宜居、充满活力的地区。

该项目包括四大板块：一是未来导向的

创新战略样本和示范项目。资助农村发

展的利益相关者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创新

解决方案，并基于这些创新方案对未来

农村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关注的主题包

括保障基本服务、改善内部社会发展、

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发展新形式的乡村文化、应对变化与挑

战。二是乡村提升项目。支持 13 个结构

劣势区域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增加

区域价值和保障乡村就业，为每个区域

提 供 1500 万 欧 元 支 持。 三 是 开 展“ 活

力村庄”和“我们的村庄有未来”的竞

赛奖励。四是研发和知识的转移，让乡

村能够获得创新资源，并支持乡村发展

领域的研究创新。为了有效推进乡村的

进一步发展，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部将

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作为其重要任务，

2015 年专门成立了乡村战略司。

产业振兴是核心   土地整治是基

础
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平台。德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始终重视

乡村土地整治，在不同发展阶段赋予其

不同功能。早期主要推进农地整治，解

决细碎化问题，以利于机械化和规模经

营。后来，把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

作为乡村土地整治的重点。20 世纪 70 年

代以后，在乡村土地整治中突出景观和

环境保护。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整

治主要目的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

面积，以及腾退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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