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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

正在面對的問題
1. 生活質素低
2.農村缺乏知識與技術
3.欠缺市場策略
4.外來競爭加劇

解決方法
1. 發展食品加工業
2.投放資源增加技術
3.保護農地
4.改變戶籍制度

三農
1. 農民真苦
2.農村真窮
3.農業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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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窮民苦村窮民苦「「真危險真危險」」
農夫怎農夫怎變變富富？？

2000年初，湖北省一位鄉委書記寫信給時任國務院

總理的朱鎔基，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

危險」三項，首次提出了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重點在於中國的農業

一直以「小農經濟」模式發展，造成農產品競爭力不足，農民無法累

積足夠資金改善生活及引入更多技術，農戶因而生活困苦。下文將會

先分析三農問題的現況，再從發展食品加工和保護耕地方面考慮解決

問題的方法。

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
農業真危險」─在2000年初，湖北省
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鎔
基前總理寫信提出三農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

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
小農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並
存的經濟結構。
戶籍制度：是一項基本的國家行
政制度。中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是

與土地直接聯繫的，以家庭、家
族、宗族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
現代戶籍制度是國家依法收集、確
認、登記公民出生、死亡、親屬關
係、法定位置等公民人口基本資訊
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業、
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權益，以
個人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

中國傳統以來一直是以農立國，農村戶
籍人口約有8億至9億，佔全國總人口約
四分之三。但這些農村戶籍人口中真的是
農民卻並非如此多，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
後，不少農民到城市工作，況且中國的可
耕農地不足。根據資料顯示，中國可耕農
地約20億畝，但人均耕地不足2畝。根據
國際農業專家認為，在現在的生產力水平
下，養活以及令一個人過得溫飽，人均耕
地不能少於4畝，所以如何令所有中國農
村戶籍人口溫飽仍是中國的一大挑戰。
耕地保護制度是指運用法律、行政、經
濟、技術等手段和措施，對耕地的數量和

品質進行保護。此方法主要針對地方政府
及商界強收農地用作非農業建設，而導致
耕地面積大量減少，農業發展受威脅。當
中在農地數量保護上，措施包括嚴格控制
耕地轉為非耕地，建立並鞏固佔用耕地補
償制度和基本農田保護制度，還有推動土
地開發、復墾、整理等，以保證農地有民
耕，農民有地耕；而在農地質量保護上，
國家應制定耕地品質保護措施，防止如水
土流失、耕地沙化、鹽鹼化、貧瘠化等。

改戶籍制度減農民數量
不少人提出取消中國戶籍制度能解決三

農問題，但即時取消的方法可能會衍生其
他社會問題，如社會分化矛盾、資源分配
失衡、城市人口過剩而造成失業、犯罪率
上升等問題。要解決農民「國民待遇」不
公的問題，需要有實際措施和步驟。國家
要分別在義務教育、戶籍管理、遷徙自
由、市場進入、勞動就業開發、公共用品
使用等諸多領域，逐步取消對農民的歧視
和限制，而這些轉變必須透過分階段來進
行，如加設戶籍改變渠道，在農村人口過
多時可以讓農民申請改為城市戶籍，以解
決農民過多而農地不足的問題，但絕不能
操之過急，過度急促的城市化將會使農地
大幅減少，有可
能 出 現 糧 食 問
題。

促進農業生產產業化及市場化發展，當中着重於農
產品加工製成品及半製成品的發展。目前發達國家對
農產品的加工約佔總量的80%，而中國只有10%至
20%；發達國家食品工業產值相當於農業產值的二至三
倍，而中國還不到三分之一，如法國的農民種植葡萄
亦非為出售葡萄，而是為加工成葡萄酒，明顯法國的
葡萄酒產值比葡萄高很多。中國政府可投放更多資
源，加大農業生產產業化及現代化的力度，在當地興
建所需設施及作知識與技術培訓，相信中國農民售賣
麵包(製成品)及麵粉(半製成品)的利潤一定比售賣小麥多
很多倍。中國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的空間很寬廣，潛
力很大。此方法亦能對農村收入低及面對外來競爭加
劇等問題帶來正面影響。
要推動農業經營市場化，必須發展由地方政府監管

市場導向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即鄉鎮企業。它們的規
模較小，只是利用鄉鎮中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組織企
業，參與市場競爭。當中除了促進以農村協作模式耕
種，引進科學化方式，以及現代化人力與資源管理模
式外，更發展出「來料加工」及「三來一補」等對外
貿易策略，達致促進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轉移。此方法
能有效應對農村缺乏知識、農產品質素低及欠缺市場
策略等三農問題。

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助發展
中國政府必須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落實「多

予、少取、放活」政策的精神。在資源方面，雖然政
府以減免農業稅和實行直接補助政策支持中國農業，
但要達到可持續發展，政府應致力發展農用水利及電
力設施，以支援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在技術方面，雖
然中央政府以特殊補貼金及農戶貸款政策來支援農民
購買發展農業機械及拖拉機等，但相比美國、歐洲等
發達農業國家來說，中國所謂的農業現代化仍相當落
後。如美國的農業企業正與當地大學合作研發數碼化
農業技術，以無人駕駛的小型飛機，在農田中作溫
度、濕度等監察，再配合自動化灑水系統，令農民足
不出戶亦可有效監察及管理農
田農作物的情況，對於中國而
言，這些都是望塵莫及的。

農民真苦，當中的「苦」代表農民生活的苦況，包括生活素質的低、社會
福利保障不足、家庭離異的心理壓力等。
1. 生活素質低
中國農民家庭生活開銷負擔不斷增加，特別對於有學童和長期病患者的農
戶，教育及醫療等負擔相當重。例如學校雖以「一費制」用作課本和作業等
基本費用，但不同名目收費亦有增無減，如補課費、贊助費、試卷費等。而
高中及大專院校的學費，亦令不少貧困農民孩子的升學夢破滅，即使勉強入
學，也會對家庭造成沉重壓力。在農民中有一句說話：「沒有書讀的家庭將
會窮，有書讀的家庭即時窮。」另外，由於醫院收費高，農村戶口的保障缺
乏，導致農民有病沒錢看的情況變得普遍。
2. 戶籍制度
中國戶籍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三，第一是戶籍的登記管理職能，當中最主要

目的在於對人口居住地點與基本資訊的登記上；第二是限定人口自由流動方
面的功能，當中最主要是針對城鄉人口流動行為進行的嚴格約束與規制；第
三是在社會資源分配方面，當中包括就業、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
與公民切身相關的福利權益。特別在第三點的功能上，令農村戶籍的人得不
到應得的保障。
3. 農民工
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的人被稱為農民工，當他們離開本來戶口所在地，則

失去糧食配額、單位住房、公費醫療等福利。而且在城市工作的他們往往會
被視為城市的二等公民，受盡歧視；離鄉別井工作的他們除了與家人分隔異
地外，還得不到應有的待遇，常有被剝削的情況出現。

農村基本資源不足 家電下鄉沒電到
農村真窮，當中的「窮」除了代表貧窮外，還代表農村各方面的缺乏，如

資源、知識、設施等。
1. 經濟
農村一直受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滑的影響，令農村收入大幅減少；二是在

非農產業中就業的農民工受到排斥，使打工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減少。
2. 知識和技術
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當中更有超過一億多青壯年農民是文盲和半文

盲。農民所受的基礎教育一直是嚴重不足，他們對新技術及知識的接受力普
遍較低。
3. 農地和設施
農民一直只有「土地使用權」，而當中的核心主要是農民對承包土地有使

用權、開發權、經營收益權，而沒有土地擁有權，所以農民缺乏改變農地用
途的權力。還有中國的耕地有限，每年便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原因
離不開地方政府加速城市化發展，興建工廠、公路、住房等，導致環境污
染、水土流失、生態破壞等災害。而掠奪式耕種和過度放牧，亦使大量耕地
和草場越來越貧瘠。
農村的基本設施缺乏，如水利、電力、交通等。不少落後的農村，由於欠

缺完善自來水的設施，令他們在灌溉時，仍要攀山涉水或自挖引水渠道，費
時失事。另外，要實踐農村現代化，完善的電力網絡一直是最大的挑戰，即
使中央的「家電下鄉」政策實施，但缺乏穩定的電力供應亦無濟於事。

有產品沒市場 有市場沒人買
農業真危險，當中的「危險」是由於中國一直以「小農經濟」模式發展，

對於農產品質素、面對外來競爭的能力、宏觀的市場觀策略等。
1. 農產品質素低
由於「小農經濟」模式生產經營單位規模小，多以個體家庭為單位，並只

是在小塊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通常只靠父傳子的經驗傳承，欠缺科
學化及有系統的知識承傳，結果農產品質素的控制困難。
2. 欠缺市場策略
由於傳統農業是先生產後找銷售對象或方法，甚至有些更只管生產，不管

銷售情況、市場動向、市場供求等，結果時常出現生產後農作物沒有市場承
接，只好賤賣或囤積自用。
3. 外來競爭加劇
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農業市場對外開放。中國的「小農」在沒有補貼
及資源、知識、技術等多方面缺乏的情況下，面對日本、韓國、美國等以
「優質」作宣傳旗號的農產品，根本沒有能力與其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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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強收農地 做到農民有地耕

知識能改變生活 但讀書即時窮
■成立農企加工農產
品才是農業最賺錢的
部分。 資料圖片

■農村就算
有學校，也
不是每個學
生都能負擔
學費。圖為
甘肅的農村
學校。

資料圖片

■中國加入
世貿後，本
土農產品就
更難與外國
競爭。圖為
2013 年 農
民抗議世貿
會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