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第１６６ １７４页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

曹　萍　 任建兰

摘要:乡村振兴是农村提质增效、城乡协调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而乡村振兴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是否协调发展.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线性拟合等方

法,研究１９９６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二者协调演进

驱动机制.结果表明:１９９６年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向好,从中度失调

为主向临界协调为主转变,２０１０年作为分水岭,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实现从滞后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指数

到二者曲线渐趋接近状态;省域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度由“离散型”演化为“东高西低”的

空间分异特征;二者协调空间演变是受到路径依赖、人才技术、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资源环境等多重因素

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优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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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农村发展面临深度贫困恶性循环、土地及人口等发展要

素非农化进程加快等压力,农业发展受限于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低、三产薄弱、生产效率偏低等困

境,农民深陷收入差距大、社会福利指数低且社会主体老弱化和空心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三农”发展

不充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阻碍.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乡风文明

与治理有效是动力支撑,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是精神追求和发展目标.其中,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可归类于乡村人居环境,即作为乡村经济主体的农民相关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
单纯地强调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居环境会受到冲击,导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质量下降,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的稳定和提升将缺乏有力的社会和资源环境保障;单纯强调乡村人居环境、忽视产业振兴,
乡村易形成空心化,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

境是否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高低.因此,为直面农业发展不充分、“乡村

病”日趋严峻、农村发展压力大等发展瓶颈,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进程,有必要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与

乡村人居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也是提高乡村振兴质量的核心支撑和重要着力点.
从乡村人居环境方面看,孙惠波、吴博、王成、唐宁、顾康康等从全国、省域和流域尺度定量评价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并探讨各自空间分异特征①②③④⑤ ;李伯华、曾菊新等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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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剖析其演变驱动机理①②;杨兴柱、唐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调控发展建议③④.
从农业产业研究方面看,张哲晰在评价农业产业集聚与生产率互动效应的基础上,提出农业产业

集聚生产效应提升路径⑤;陆杉等基于利益博弈对农业产业链中利益主体在各项活动中的选择与博

弈演化进程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提出农业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对策⑥;韩江波等在综合分析农业产业

链模式现有价值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农业产业融合提升产业链功能⑦;靳晓婷等在分析农业产业融合

内外动因基础上,提出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对乡村振兴经济效应的路径⑧;钱小莉指出在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进程中,农业产业升级类型及效应仍需深入探索⑨.
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多是分别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与农业产业发展的量化评价、影响机理及其应

对措施,较少对二者协调与否、内在机理如何进行深入剖析.对此,本文在宏观把握农业产业多元化

与乡村人居环境作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揭示二者协调性的演进特征及发展类型,进而微观剖析协调

性演变驱动机理,对于近现代乡村地理学创新发展、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作用理论框架

中国仍处在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变升级过程中,除了口粮消费会继续下降外,其他农产品消费都

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但是农业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也不容忽视,如:农产品供给与市场有效需求在数

量、比例和品种等方面出现了不匹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案例频发;农业产业单一化导致增质增收

能力不足;农业信息化程度低带来地域差异化显著;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脱节导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滞后等,产业多元化是解决上述农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多元化指依托高科技手段,在掌

控市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丰富产业链条,融合乡村农业与二、三产业并强化信息

产业的引擎作用,推进农民生活城市化的同时通过乡村产业升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农业产业多

元化的实现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和保障,即乡村人居环境.乡村人居环境指在城乡二

元结构长期存在的状态下,农村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获得能力,科教文卫等社会服务的享有能力,自
然资源丰度与生态环境改善能力包括居民经济环境、居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四个

方面.
在乡村振兴推进进程中,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交相融合.首先,产

业多元化旨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增长、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它是基于农产品供需失衡、农业发展不充分、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应运而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突破性创新.在促进经济社会增长方面,通过

人才建设和技术进步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偏低和竞争力不足的发展困

境,通过丰富产业链条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吸引外来投资、扩大消费市场,提升农业贡献率,为乡

村振兴质量的提高提供物质基础;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方面,产业多元化通过为农民增加就业机会、丰富

收入来源,提升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共享能力,改善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通过技术升级减少产业能耗和

污染排放,同时通过闲置资源利用改善乡村风貌提升生态环境.其次,乡村人居环境融合资源、社会、空
间等要素,为产业多元化提供发展动力.通过增加资源丰度,合理开发乡村旅游,促进农业与三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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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乡村风貌、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同时,增加乡村收入,为产业多元化提供资源、环境和空间支持;
通过农民职业素养的提高和城市文明的融合,引导农民积极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合理调整教文卫等支出

比例结构,促进消费结构趋于多元化,为产业多元化发展扩大消费市场.
反之,如果单纯强调农业产业多元化、忽视乡村人居环境,势必带来建设用地需求大幅增加、资源

开发力度加大,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导致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下降、乡村吸引力不足,从而加重农村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匮乏的困境,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形成恶性循环;同样,如果单纯强调乡村人居环

境,忽视产业多元化,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缺乏资金技术支持,将会成为昙花一现,单一的农业生产结

构限制就业结构,也限制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居经济和社会环境就得不到改善.
总之,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升农村实力,是

提高乡村振兴质量的有效途径.产业多元化为乡村人居环境的深入改善提出了要求,产业多元化发

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问题成为乡村人居环境的首要任务之一;而产业多元化的实现

需要乡村人居环境在劳动力、资源丰度、空间等方面为其提供智力、空间助力和资源环境保障,乡村人

居环境的改善需要产业多元化为其提供机会平台和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

三、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变

(一)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１．研究方法.利用线性加权法和熵值法对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和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指数进行测

算.采用改进的归一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运用公式(１)处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

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Sij ＝ Xij －Min(Xj)[ ]/ Max(Xj)－Min(Xj)[ ]

Sij ＝ Max(Xj)－Xij[ ]/ Max(Xj)－Min(Xj)[ ]{ 　(i＝１,２,３,,m;j＝１,２,３,,m) (１)

Hj ＝－１/lnn∑
m

i＝１fijlnfij (２)

dj ＝１－Hj (３)

Wj ＝dj/∑
n

j＝１dj(j＝１,２, ,m) (４)

fij ＝sij/∑
n

i＝１sij (５)

式中 Hj、dj、Wj 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熵值、效用值和权重;fij是Sij第j个评价指标下第i个评价

对象的指标比重.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性进行测度,耦合协调度用来反映

持续演进中两者或多者协调性的变化程度,揭示从无序不协调走向有序协调的变化规律.公式为:

C＝ (uiuj)/
ui＋uj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 }{
１
２

(６)

D ＝ C×T (７)
T ＝αu１＋βu２ (８)

式中,C为耦合度值,D 为耦合协调度值,T 为农业产业多元化和乡村人居环境指数,u１、u２表示农

业产业多元化发展指数和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α和β是待定权数.在不同发展阶段,农业产业多

元化和乡村人居环境效用不同,二者同样重要,故α和β值均设定为０．５.为判别二者协调发展水平

地域差异,借鉴宋永永等①、唐宁等②、陈国生等③的研究划分耦合协调度类型(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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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类型划分

协调发展水平 ０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３５９

发展类型 中度失调型 轻度失调型 临界协调型 轻度协调型

２．指标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关系国计民生,要解决这一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必
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
为乡村发展指明了发展道路.鉴于此,遵循客观性、可得性、代表性、逻辑性等原则,从旨在兴旺产业

的农业产业多元化和融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多重要求的乡村人居环境两个方

面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表２).在农业产业多元化方面,基于农业发展水平、增长效率和产业关联三类

要素层选取指标,用来表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能力及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破坏能力;在乡村人居环境方

面,基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环境４类要素层选取指标,表征农民生活消费水

平、经济发展所依托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指标性质包括正向和负向,农业产业

多元化指标中,随着指标增大对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的促进作用减小,这些指标被视为负向指标,包
括二元对比系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单位农业产值能耗.正向指标增大对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

的促进作用增大,例如“乡村旅游收入”和“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数”等,这两项指标增大意味

着农业产业链丰富和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多元化指数大幅增加.乡村人居环境

指标中,除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之外,其他所有指标增大都可促进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提高,均为正向指

标,随着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增大,城乡差距拉大,城乡一体化水平降低,乡村人居社会环境发展受限,
因此这一指标属于负向指标.研究区域为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港澳台数据缺失,不予考

虑),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表２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单位) 属性 权重 含义

农业产业

多元化

农业

发展水平

农业

增长效率

农业

产业链

二元对比系数 － ０．０１４３６
谷物进出口比 ＋ ０．０２７５５
农业产值占 GDP比例(％) ＋ ０．０９３８５
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 － ０．０５８９７
农业贡献率 ＋ ０．０８６８２
单位农业产值能耗(万吨标煤/万元) － ０．１０９７８
乡村旅游收入(万亿元) ＋ ０．０１２５２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数(万个) ＋ ０．０８４６８

反映农村产业结构性矛盾

反映农业发展内外需平衡

反映农业生产水平

反映农业生产能力

农业生产面临的能源消耗

反映农业与第三产业关联度

反映农业与第二产业关联度

乡村人居

环境

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

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

环境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０．０７８８０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 ０．０２８９７
一产从业人员占比(％) ＋ ０．０５５７８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０．０４０２２
基础教育经费占比(％) ＋ ０．０２６９６
农村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 ＋ ０．０１３６５
人均耕地面积(％) ＋ ０．０３３６２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 ０．０９９０８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 ＋ ０．０３４６１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 ＋ ０．０１９７５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 ０．０６６７４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小时) ＋ ０．０１３２８

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反映农村居民就业水平

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

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

反映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

反映农村环境治理能力

反映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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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运用归一化法、熵值法、协调度模型等综合分析法对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乡村居业发展

指数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１９９６ ２０１７年间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

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指数与协调水平呈上升发展态势(图１),居业协调发展指数从１９９６年的０．０４４７上

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０４６２,上升３．３５６个百分点,协调度从０．１３５２上升到０．１５８１,增幅达１６．９３８个百分

点;其中２０１０年以前产业多元化发展指数滞后于乡村人居环境指数,之后缓慢上升,与乡村人居环境

指数发展曲线渐趋融合.这说明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条件的稳定与改善,农业产业逐渐脱离单一化生

产,产业链条日趋丰富,反之农业产业的多元化也促进乡村人居环境日益完善.

图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变化

根据计算结果(图２、图３、表３),中国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向好,实现从

中度失调为主逐步向临界协调为主转变.中度失调省份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５个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１个,几
乎全部脱离最低协调水平,轻微失调省份个数变化不大,临界协调和较为协调省份分别从１９９７年的

４个和０个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３个和３个,增幅高达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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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居业发展指数变化

图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居业发展指数变化

表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居业协调发展水平变化

年份 中度失调型 轻度失调型 临界协调型 轻度协调型

１９９７
藏、青、贵、桂、津、京、琼、赣、内
蒙古、宁、新、陕、云、渝、甘

黑、辽、吉、冀、粤、浙、鄂、川、沪、
闽、晋、皖 苏、湘、鲁、豫 无

２００３ 藏、青、贵、桂、内蒙古、甘、云 辽、吉、粤、浙、鄂、川、沪、闽、晋、
津、京、琼、皖、赣、新、陕、渝、宁 苏、湘、鲁、豫、黑、冀 无

２００８ 藏、青、桂、内蒙古、云、甘 辽、吉、粤、鄂、沪、闽、晋、津、京、
琼、皖、赣、新、陕、渝、宁、贵 湘、鲁、豫、黑、冀、浙、川 苏

２０１７ 藏
沪、津、京、琼、青、皖、陕、渝、宁、
贵、内蒙古、云、桂、甘

湘、黑、冀、浙、川、辽、吉、
粤、鄂、闽、晋、赣、新 苏、豫、鲁

从全国层面看,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离散状态演化为“东高西

低”的空间分异特征.较高水平省份集中分布在东部,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到
２０１７年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在西部开始有所涉及,包括新疆和四川;从省市层面看,江苏、河南、山东、
湖南、黑龙江、湖北、河北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而西藏、北京、上海、青海、天津、海南等省份的居业协调

水平排名一直靠后,历年排名最低的省市比排名最高的省市平均低２９．７４％.各省份历年的排名均会

有所变化,说明不管是排名靠前还是落后的省市均有提升潜力和改进空间.

四、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演变驱动机制

为有效把控二者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本文拟进一步剖析二者协调背后的成因机理.通过梳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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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中,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包含发展路径、劳动力、科学技术①、农
业投资、出口能力、相关行业发展水平②、农业资源、基础设施、经济体制与政策③等;乡村人居环境的影

响因素包含产业结构、居住环境、政府宏观政策④、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人力资源、市场规模⑤、乡村居住

条件、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⑥等因素;而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和

市场,乡村人居环境依赖于资源环境及基础设施,据此,本文在考量各因素特征及其代表性和可获得性的

基础上,具体筛选了路径依赖、人才建设、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规制６个因素,评价指标分

别选取二元对比系数、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比、农村网络覆盖率、公路里程、谷物进出口比、污染治理投资

占比,对该６项指标与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度进行拟合.根据计算结果,选取的６大影响因

素均对二者协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图４).拟合度R２均在０．４以上,其中人才建设、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农
业生产效率与居业协调水平的拟合度均在０．８以上,计算结果表明选取的影响因素合理可行.通过影响农

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的内外环境及演变路径,形成二者协调空间演变机理(图５).

图４　影响因素与居业协调度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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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程莉:«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新进展:一个文献综述»,«农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汤洪俊、朱宗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赵放、刘雨佳:«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国际借鉴及对策»,«经济纵横»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宋永永、薛东前、代兰海:«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干旱

区地理»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吴英玲等:«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子研究»,«生态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王成等:«重庆直辖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及其时空分异研究»,«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图５　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演变驱动机制

要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有机协调,人才和技术已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效应,拟合度分

别为０．９０３８、０．８９０７,对居业协调的空间演变促动作用较为显著.山东、江苏、浙江、北京、河北、安徽、宁
夏、云南等省市基础教育投资比与居业协调拟合度较高;福建、湖北、广东、山东、浙江、北京等省份网络覆

盖率与居业协调拟合度较高,甘肃、云南、西藏、山西等中西部省市拟合度偏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产业

结构较中西部更为合理,发展机会多,人才和技术更多地往该地区集中;中西部人才短缺、技术水平低,居
业协调水平较低.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人才和技术创新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部地区进一步

优化教育科技投资结构,提升其创新效应;中部地区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加大教育和技术投资力

度;西部地区需多渠道增加投资机会、改善发展环境,吸引人才聚集和技术提升.
二元对比系数与居业协调拟合度为０．７１７７,对其空间演变发挥了一定的路径效应,但促动作用有

限,拟合度较高的省市包括江苏、辽宁、湖北、福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山东等东中部地区,以东

部地区为主.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东中西部省市平均农业生产效率分别为０．４７２９、
０．４２４５、０．２９９６,西部地区最低,比东中部低３６．６５％、２９．４２％,东中部农业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增

速较小且不稳定.依靠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日益显现其高消耗、低产出的不可持

续性发展特征,亟须创新生产模式改变路径依赖以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公路里程与居业协调拟合度为０．８３１４,对居业协调空间演变发挥了较好的冲击效应,仍需继续加

大投资力度,仅江苏、黑龙江、安徽、辽宁４省拟合度较高,天津、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拟合度较低.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从１９９６年的２６８６．６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９６１５．３亿元,增长２５７．８９个百分点,
但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全国投资规模看,１９９６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是农村的

２．９３倍,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３９．７６倍,从各省市平均增幅看,城市平均增长５５８９．８４个百分点,是农村平

均增幅的１２．４４倍.拟合度较低的省市主要是因为其更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天津市自１９９６年

以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是农村的４２．０６倍,投资增速也高达３３．１４倍.因此,不管从投资规模还

是投资增速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仍需大力加强,提升其冲击效应.
谷物进出口比与居业协调拟合度为０．６４９７,对居业协调空间演变发挥了一定的冲击效应.拟合

度较高的省市包括湖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天津、上海、北京等,这些省市或为农业大省,或有独特

交通区位,使得他们在谷物进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对居业协调空间演变冲击效应较为显著.因

此,其他省市应梳理自身职业发展现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出口竞争能力.
环境治理投资占比与居业协调拟合度为０．５３８３,对居业协调空间演变发挥的生态效应有限.拟合

度较高的省市包括浙江、福建、山东、黑龙江、湖北、天津、北京、河北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大多省市注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环境规制强度和力度,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果较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环境规制虽有所关注但实施

强度和力度相对较低,治理效率地域差异较为显著.要提升生态效应,各省市应注重发展模式和政策体

系创新,在合理提升环境治理投资比例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向附加值高且资源环境损耗低的行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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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建议

１．依靠转换新旧动能和丰富产业链条加速农业产业多元化进程.通过人才技术创新等新动能提

升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开发特色品牌产品,增强抗风险能力,扩
大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加快信息产业与乡村产业融合,借助互联网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变化,改善

市场信息透明度不足带来的滞销等问题.积极促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培育农副产品加工、乡村

旅游等相关产业,打造品牌、技术和生态产品,形成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来源,满足不断提升的高

层次社会需求的同时提升回报率.
２．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与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

产因其特有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往往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增长能力不强,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严格控制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的产业扩张,延缓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高新环保产业;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缓解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效应,创新基础设施投融资体

制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治理环境污染,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及生态环境,提升

农民幸福感指数.
３．经济社会生态协同推进,确保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在绿色发展观念指

导下,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提升乡村生态文明水平的同时增加吸引

力;充分利用农村闲置自然资源,开发农业旅游景观,提高生态化水平,为农业产业多元化提供资源供

给;同时,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现代农民的职业素质,促进城乡文明不断融合.

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theDiversificationofAgriculturalIndustryand
RuralHumanSettlements:TimeandSpaceEvolutionandDrivingMechanism

CaoPing　RenJianlan
(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０１４,P．R．China;

CollegeofManagementEngineering,ShandongJianzhu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１,P．R．China)

Abstract:RuralrevitalizationisaninevitablechoiceandanimportantstartingpointforruralqualityimＧ
provementandurbanＧruralcoordination,andthequalityofruralrevitalizationdependsonwhether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andhumansettlementsarecoordinatedtoacertainextentmethod．Byusingsyntheticalindex
method,coordinateddevelopmentdegreemodelandlinearfittingmethod,thispaperstudiesthetimeＧspatial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thediversifiedruralindustryandresidential
environmentinChinafrom１９９６to２０１７,anddemonstratesthecoordinatedevolutionmechanismbetween
thetwo．Theresultsshowthat:first,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rendofdiversifiedruralindustryand
residentialenvironmentinChinahasimprovedfrommoderateimbalancetocriticalcoordinationsince１９９６．
Taking２０１０asawatershedmoment,thediversifiedruralindustryindexhasbeenincreasedfromlagging
behindtovergingontheresidentialenvironmentdevelopmentindex．Second,the“discrete”coordinateddeＧ
velopmentdegreebetweenresidentialenvironmentinprovinceandeconomicsystemhasbeendevelopedinto
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of“highineastandlowinwest”．Third,thespatialevolutionofruＧ
ralresidentialindustrycoordinationisdrivenbymultiplefactors,suchaspathdependence,talentandtechＧ
nology,infrastructure,internationaltrade,andresourceenvironment,etc．Basedonthese,somecounterＧ
measuresandsuggestionsareputforwardtopromotethecoordinationandoptimizationofruralresidential
industry．
Keywords:Thediversificationofagriculturalindustry;Ruralhumansettlements;Thecoordinated
development;Mechanismofaction;Coordina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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