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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需要，
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我国 22 个省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情况的调研，梳理了乡村公共
服务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制度变迁，剖析了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面向 2050 年的乡村公共服务治
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发展路线图和重点任务。研究发现，当前乡村公共服务治理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
培训、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亟需深入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后续的重点任务为：构建城乡协同的
基础设施体系，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改善乡村文体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应明确乡村公共服务重点治理对象与供给清单，加快推
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的智能化、数字化建设，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关键词：公共服务治理；农村现代化；乡村治理；多元共治；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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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for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t
promotes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rural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22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we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the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analyze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propose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development roadmap, and key tasks for 2050. Multiple problems remain in terms of public education, health care, social security,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public cultural and sports services. Therefore, the key tasks in the future include: (1) building a coordinated
infrastructure system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2)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ducation, (3) improving rural cultural
and sports infrastructure, (4) optimizing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and (5)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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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urther modernize rural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in China, we suggest that the key governance objects and the supply list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multiple subjects should be encouraged.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co-governanc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一、前言

但整体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较多，乡村公共服
务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较少；在教育、医疗、文化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与农村综合改革

乡村公共服务某一方面的研究较多，综合性开展乡

的逐步深入，乡村治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球现

村公共服务的现状、需求与发展路径研究较少。为

代化治理的浪潮下，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水

此，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将聚焦

平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之一。发达国家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公

和地区在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方面的起步较早，取

共文化五大领域，以基层政府、农村居民、乡村精

得了显著成效。美国先后颁布实施了“美国乡村

英、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以标准

发展战略计划：1997—2002 年”
“乡村社区促进计

化、精细化、信息化、均等化、法治化、包容性为

划（RCAP）”“联邦医疗信息化战略规划（2011—

主要治理方式；旨在通过组织现代化、制度现代化、

2015 年）
”
“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等，采取发放贷款、

手段现代化、理念现代化等路径，创新乡村公共服

给予补助金等措施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高

务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同

信息技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支持水平。欧盟 2002

时在梳理乡村公共服务治理历史演进与制度变迁的

年提出了“发展宽带网计划”并设立宽带能力办公

基础上，结合实际考察与问卷调研数据，力求剖析

室，提供有关宽带发展建议，助力农村地区的宽带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现状与需求，提出

设施建设。日本 2001 年起相继制定了“e-Japan 战

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

略”“u-Japan 战略”“i-Japan 战略 2015”“社会 5.0

务，以期为相关学术研究和管理决策提供基础参考。

战略”等，加快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促进电子政府
及电子自治体建设，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治理深化发
展。我国高度重视乡村公共服务建设，2003 年以来

二、我国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面临
的主要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乡村公共服务能力供给，
如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大部署，要

伴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

求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推进乡村公

水 平 的 变 化， 我 国 农 村 公 共 服 务 治 理 可 以 划 分

共服务治理体系的建设现代化；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

为 集 体 供 给（1949—1977 年 ）， 基 层 政 府 推 进

村治理的指导意见》（2019 年）提出了乡村公共服

（1978—1991 年）
，公共服务体系建立（1992—2005 年）
，

务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具体部署了乡镇农村服

公共服 务 制 度 建 立（2006—2016 年 ）， 公 共 服 务

务中心建设工作，为乡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

标 准 化、 均 等 化 建 设（2017 年 以 来 ） 等 发 展 阶

会保险、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段。 我 国 乡 村 公 共 服 务 治 理 呈 现 由 低 覆 盖、 低

了发展指导。

成 本、 低 水 平 的 国 家 统 一 集 体 供 给 逐 步 向 全 覆

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补

盖、可及化、均等化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治理转

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变，治理主体由严重依赖政府逐步转向政府、村

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

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治；治理内容由教育、

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已就乡村治理

养老、医疗等基本领域需求向文化、社会保障等

现代化的概念内涵 [1,2]、作用机制 [3,4]、实践困

更高层次领域拓展；治理手段由传统人为管理向

境 [5,6] 以及乡村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 [7,8]、供需

“人民 + 党政 + 法制 + 科技”的现代化治理方式转

关系 [9,10]、治理模式 [11,12]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变；服务体系由城乡分割、城乡不均向统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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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五大领域，辨别出来的问题见表 1。

等化、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转变。2020 年，本
研究团队对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公
共服务治理情况进行了问卷调研与实地考察；根

（一）城乡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据 1160 份 回 收 问 卷 进 行 的 分 析 及 测 算 表 明，我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

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实现程度仅为

学内容与手段等方面的教育资源存在明显差距。一是

50.96%，各地差异显著，如上海市的公共服务治

城乡师资力量储备悬殊，在被调研区域内，农村地

理现代化实现程度是西藏自治区的 2.5 倍，东部

区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较城市约低 15.17 个百

地 区（63.05%） 高 于 中 部 地 区（45.84%）、 西 部

分点，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尚有 11% 仍是高中及以

地区（49.42%）。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聚

下学历，农村地区的英语、音乐等专职教师数量严

焦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培训、

重不足。二是农村教学设施建设有待提升，农村地

表1
细分领域
乡村公共教育服务治理

乡村公共医疗服务治理

乡村社会保障服务治理

乡村就业培训服务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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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共服务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存在的治理问题

问卷调查结果/%

师资力量薄弱，英语、音乐等专职教师严重不足

60.61

与城市教育水平相差太大

45.45

学生学到的知识面窄

36.36

农村教育经费短缺

33.33

教育教学设施缺乏、落后

27.27

教学手段落后

12.12

没有问题

12.12

医疗器械等设施设备陈旧

38.50

医疗费用太高，看病贵

48.10

医生水平太差

29.00

服务态度太差

19.00

离家太远，看病难

19.50

药物缺乏

15.60

不清楚

16.10

没有老人活动场所，精神生活缺乏

55.60

养老金未及时发放

14.90

没有养老金

16.00

没有养老院

27.00

养老金发放金额太少，不足以承担重病医疗等大额支出

55.10

提供的工作机会少

44.70

服务内容太少

30.00

培训针对性不强

39.50

服务态度不好

15.31

老百姓不了解

48.20

参加培训不方便

24.30

其他

3.10

提供的服务内容太少

57.04

文化服务场所和设施缺乏

51.93

服务人员不足

34.26

获取服务不方便

30.62

其他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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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小学的图书拥有量、计算机拥有量、运动场地面
积均远低于城市。三是农村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普

（三）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备
当前，农村社会保险服务在农民工保险、村民

遍滞后，农村地区存在授课方式单一、教学手段落

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度供给不足。

后等情况，缺乏对学生素质能力、个性发展、兴趣

一是农村养老保险服务范围有待扩大。在农村剩余

拓展等方面的关注，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家庭规模缩小、空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中小学教育基础设施、

巢家庭比例上升、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逐渐显现，

以优质教师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投入力度，均衡义务

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已迫在眉睫。调研数

教育资源配置，多渠道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据显示，目前仍有 34% 的村民尚未参加城乡基本

着力补齐落后地区在素质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二是

育上的短板；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与乡

农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仍有部分村民尚

村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广远程在线课堂、人工智能

未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农村老年群体常见的心

课堂等线上授课方式，以农村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治疗以及部分进口药、医疗器

共享等形式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教育质量。

械尚未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农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农民工社会保险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
我国在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还存在制度缺陷。农民工工伤保险严重不足，医疗
保险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失业保险受到诸多限制；

与优质服务获取手段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影响

社保缴费要求过于严格，而农民工经常更换工作行

着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公平与效率。一是城乡医疗

业与地点，很难将个人社保进行转移。因此，需要

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截至 2020 年，我国农村每

完善农村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农民工社会

千人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4.56 张，每千人的医

保险体系，探索建立差异化的社保征缴制度、社会

疗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拓宽农村保险制度的覆盖

士数分别为 4.63 人、1.82 人、1.8 人，均为城市的

面；建设全国统一协同的社会保险系统平台，加强

50% 左右 [13]。二是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相

系统的异地结算效率、“一站式”结算服务等，为

对较差，
“看病难”问题依然存在。根据调研数据，

实现城乡间、地区间一体化社会保险提供平台支持。

认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费用高的占比为 48.1%、医
疗器械等设施设备陈旧的占比为 38.5%、医生水平

（四）农村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缺乏

差的占比为 29%。三是通过信息化手段获取优质服

我国农村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在服务水平、培

务的能力尚显不足。调查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村民

训内容、校企合作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一是劳

（81.3%）仍然选择去医院现场挂号，仅有 26.6% 的

动就业培训机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现有农村劳动

村民选择用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就业培训机构普遍存在职能模糊不清、资金保障缺

19.7% 的村民通过网站预约挂号；乡镇医院实行网

乏、基础设施不完善、高水平师资队伍缺乏、教师

络预约就诊的比例仅为 27.3%，开展远程医疗的比

知识结构老化等现象，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与普通

例仅为 15.2%。因此，需要深化医疗改革，优化医

农民培育工作的深入。二是就业培训内容有待创

疗卫生资源配置，加大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投入，扩

新。调查数据显示，有 30% 的村民反映就业培训

大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室布点以及农村卫生人员

服务的内容太少，有 39.5% 的村民反映培训的针对

配置，持续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加强

性不强，表明培训内容难以满足农村居民不断增长

推广信息化医疗服务手段，提高网上预约就诊等服

的劳动就业需求。三是校企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展。

务在农村居民中的普及率；提高农村医疗信息和档

农村劳动就业培训与企业等用人单位合作脱节，缺

案的电子化、数据化水平，推动医疗云、移动医疗

乏实践操作训练且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因

应用程序等的研发应用，为发展农村远程医疗、提

此，需要瞄准农村劳动就业市场需求，在扩大劳动

高服务可及性提供基础支撑。

力就业培训范围的基础上，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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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对性，实现按需培训；革新农村劳动就业服务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

模式，将农民职业培训与职业推荐相结合，与制造

有效治理的基础保障。未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

业等大量用工企业密切合作，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并

程中，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应围绕国家“高质

拓宽就业渠道。

量发展”“高品质民生”战略目标要求，以高效能
治理为主要形式，以满足农村居民普惠性、基础性、

（五）农村文化体育服务较为匮乏
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文化体

兜底性公共服务基本需求为底线，以大数据、人工
智能、超级计算等前沿技术为支撑，以标准引领、

育的投入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体育在基础设施建

普遍均等、城乡统筹、社会共治为目标；从产品

设、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内容匹配、传统文化挖掘

供给、技术供给、制度供给等多个层面着手，推动

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农村公共文化体育基

乡村公共服务从“有”向“优”、从“少”向“多”

础设施建设与利用不足。调查数据显示，51.93%

转变，促使城乡公共服务由二元供给逐渐向一体

的村民认为，当地缺乏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场所，

化、均等化迈进，最终全方位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治

已建成的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广场、活动室等设施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利用率不到 50%。二是农村文体服务人员队伍缺乏。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农村普遍存在文体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如 2019 年

至 2025 年，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取得明

全国共有农村文化站 33 530 个，每个农村文化站

显成效，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的制度框架、体制机制、

平均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不足 1 人（单个城市文化馆

标准体系基本建成；至 2035 年，基本实现乡村公

平均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2 人）[14]。三是农村文体

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形成城乡融合、普惠共享、数

服务内容供需不匹配。农村文化体育设施产品较为

字化支撑的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格局；至 2050 年，

单一，文化体育服务内容偏少，村民参与文体活动

全面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极大改善农村

的积极性不高。四是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与传承能力

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有待提升。我国乡土文化资源系统性的顶层设计缺
失，农村特色文化传承保护力度有待加强，而农村
特色文化资源有较大的挖掘潜力和市场空间。调查
数据显示，18.44% 村民认为本村的传统美德、文

（二）发展路线图
我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发展路线图
如图 1 所示。

化资源没有得到传承与发展。 整体来看，应继续在

1. 第一阶段（至 2025 年）

农村地区增设体育健身设施与文化活动场所，合理

以媒体融合为切入点，推进乡村智慧广播电

拓展数字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服务设施，缓解农

视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村广播电视业与大数据、

村文化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以市场化方式吸引社

5G、4K/8K 超高清、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

会力量参与建设，增加农村文化体育服务供给；采

术的深度融合。重点突破乡村智慧教育培训关键技

取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满足农村居民日

术，为乡村公共教育资源平台建设提供多媒体融合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深挖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推进

支撑；积极攻关大数据融汇治理、大数据深度学习、

乡村优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发挥凝聚人心、

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乡村公共服务大

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

数据库、便携式智能监测和服务终端，提高城市优
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共享和服务能力；集成开发

三、我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
标与路线图

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促进城乡
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
2. 第二阶段（至 2035 年）

（一）发展目标
合理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加快实现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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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智能化、数字化转
型为切入点，重点攻克乡村居民医养健康服务、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乡村智慧司法服务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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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研发精准匹配预测模型与便携式服务智

四、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能监测终端，形成公共数字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
构建健康乡村空间地理大数据平台，推动宜居宜

（一）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构建城乡协同的基

业乡村社区建设、乡村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监测，

础设施体系

加速公共服务网络化发展；研发公共服务智能机

一是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规划与布

器人，促进农业机器人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提供

局。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机遇期和“十四五”

方便、安全、个性化的服务。

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升关键期，继续将公共基础

3. 第三阶段（至 2050 年）

设施建设的重心放在农村地区，合理加大投入力

以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智慧化为切入点，全

度。以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因地制宜、统筹规

面建成以信息化科技为支撑，“标准引领、普遍均

划 城 乡 的 道 路、 供 水、 供 电、 信 息、 广 播 电 视、

等、城乡统筹、社会共治”的乡村公共服务治理体

防洪、垃圾、污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基

系。重点发展乡村便民服务能力提升关键技术，推

础设施的融合布局与互联互通。二是推进乡村新

广应用乡村公共服务领域人机互动服务，保障乡村

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

公共服务治理的高效可控；研发基于分布式资源共

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度，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享和服务协同的科技服务平台、乡村公共服务可信

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逐步探索开展 5G 网

管理系统，充分实现多领域、多主体、多场景的个

络建设，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信息

性化服务。

化水平。建设县域乡村治理大数据中心，完善乡

2020年

目
标
层

需
求

2025年

2035年

2050年

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发展
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现公共资源开放共享
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

目
标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取得明显成效
基本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
全面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
乡村便民服务能力提升关键技术

关
键
技
术

乡村居民医养健康服务关键技术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关键技术
乡村智慧教育培训关键技术
乡村智慧司法服务关键技术

实
施
层

重
要
任
务

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构建城乡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
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
进一步完善乡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加快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完善乡村文化体育基础建设，提升乡村文化体育供给能力
乡村智慧广播电视服务体系建设工程

重
大
工
程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资源大数据平台建设与应用示范工程
基于数据驱动的宜居宜业乡村社区试点建设工程
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标准化建设工程
省–市–县–乡–村一体化在线服务体系推广示范工程

图1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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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战略研究
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乡村公共
治理重心由“自上而下”的政务服务管理向多主

（三）完善乡村文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文化
体育供给能力

体协同的公共服务治理转移。三是补齐乡村的交

一是完善乡村基本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统筹推

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提升规模

进城乡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继续开展农村文化

较大自然村内的道路硬化率，改善城乡道路互联

广场、农村娱乐体育设施等基本文化体育基础设施

互通水平，构建与城市群、都市圈接轨的高速交

建设，重视广播电视传媒、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推动

通路网，释放乡镇综合开发、综合管廊、多功能

乡村公共文化体育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县为单

基建的存量空间；积极实施乡村水利基础设施建

位、以村为中心，积极推动图书馆、文化馆的总分

设，推行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在具备条件的地区

馆制建设，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县域联动共享，提

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升农村清洁能源建设水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二是加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

平，推进燃气下乡并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

体育服务建设。搭建“一站式”公共文化体育数字
服务平台，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

（二）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

推进公共数字文化体育服务“进村入户”；面向农
民群体，基于数字化平台开展云上展览、云端课

一是坚持城乡统筹，加快城乡公共教育的标

堂、在线体验等线上文化活动，提高数字公共文化

准统一和制度并轨。实施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资源供给能力，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新模

体化改革发展，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逐步建

式。三是拓展乡村文化体育服务内涵，增加有效供

立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教育基本公

给。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治理机

共服务体系。结合各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

制，畅通农民对乡村文化体育需求的表达渠道，精

合理布局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改

准实施公共文化体育产品和设施的供给；利用农村

善乡村办学条件，多措并举打造高素质乡村教师

文化体育资源（如祠堂、戏台等公共空间），结合

队伍，筑牢乡村教育发展支撑基础。二是推动乡

不同地域农村文化特点，借助本土非遗技艺开展公

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的发展。持续

共文化体育活动，促进农村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更加

完善全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将数字技术和信

贴近农民需求。四是加强乡村文化体育人才队伍建

息化技术嵌入到农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挥

设。推动文化体育管理、业务两个层面的队伍构建，

网络教育优势；以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形成高素质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服务队伍，建立相

调整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面向农民就业与创业

应的人才培养和保障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校毕业

需求，突出针对性和前沿性；深化校企合作、推

生加入基层公共文化体育服务队伍，加强基层文化

动产业融合，发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专业性

队伍培训，挖掘本土文化体育人才，加大相关人才

及导向性优势， 聚 焦 新 产 业、 新 态 势 和 新 模 式，

的培育和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培养根植于乡村的文

针对性开展定向培训、定岗培训、专项技能培训，

艺社团、文化体育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等。

培育数字化和信息化方面的技术型农村人才。三
是深化农村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加大农村义务教
育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建立合理的教育财政体

（四）完善乡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乡村公共
卫生服务能力

制和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农村教育高质

一是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实现基本公

量发展师资能力建设支持体系，注重教师素质培

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以需求为导向，加快优质医

养，保障农村教师培训经费；深化义务教育治理

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引导城市优质医疗卫

结构改革，完善乡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评估标准和

生资源向农村流动，增加农村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

机制，在全国范围推行乡村小规模办学管理模式，

给；科学评估公立医院建设和管理绩效，推进药品

实现农村教育资源高效、公平配置，全面提高乡

及医疗耗材的集中采购改革，加强县域紧密型医疗

村教育治理能力。

共同体建设，构建分级诊疗、合理诊治、有序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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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秩序体系，促进城乡医疗服务项目和相关标准

会信息平台，进而整合各部门的原始数据，实现

的有效衔接；制定农村医养结合发展的中长期规

社会保障数据的互联和共享；挖掘和分析数字技

划，完善医养结合相关服务规范和管理标准，加强

术在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建立

信息化管理，推行智慧医养。二是加强乡村医疗卫

灵敏的社会保障预警机制。三是建立多元化的农

生人才队伍建设。适度扩充乡村医疗卫生人才规模，

村养老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养老模式，创新保障

适当放宽艰苦边远地区县级及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方式，多部门协同联动并不断加大投入，探索公

构的招聘条件；加强乡村全科医生的培养工作，深

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养老方式保

入开展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农村地区定向医学生培

障机制；探索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新路径，形成以

养，推动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变，采取

农村中心敬老院、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相结合的

城市高层次医护人才派驻、巡诊等方式加强城乡之

农村多元养老服务供应体系；探索并推广农村居

间的医疗经验交流；完善乡村基层卫生健康人才

家养老、社区养老等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设“互

激励机制，优化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岗位设置，落实

联网 +”养老信息服务平台，满足农村老年人的

职称晋升和倾斜政策，让高水平人才进得来、留得

多样化养老需求，建立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农

住。三是推动“互联网 +”医疗的广泛应用。在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

村地区推广“互联网 +”医疗服务，建立乡村网络
医疗服务管理和考核标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

五、对策建议

据、供应链等技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与集成
作用；在农村地区规范引入互联网医疗企业，搭建

（一）明确乡村公共服务重点治理对象与供给清单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开展远程会诊、影像诊断等诊

一是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升乡村公共服

疗服务，支持实现农村地区高质量就医；向基层医

务可及性。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及特殊教育、医疗卫

护人员提供远程培训，为推行分级诊疗提供数据支

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资源与设施投入力度，加强

撑，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治

对留守儿童、妇女、残疾人和老人的关心爱护，提

理现代化能力。

升农村兜底性社会保障和农村社区服务水平，尽快
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化。二是论证制定乡

（五）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
均等化
一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

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清单及标准，逐步实现乡村公
共服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城乡区域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统一，围绕教育、劳动力就业创业、

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

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

障水平差距，完善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制

体育、残疾人服务，制定面向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

度、养老保险制度；因地制宜，综合地域经济社会

供给清单，形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指导标准体系并

发展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状况等因素，机动调

据此开展标准实施成效的监测预警。三是组织开展

整基础养老金标准，推动乡村最低生活保障、大病

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的例行评估与自律监督。加

医疗、社会救助等制度体系建设和技术服务产品研

强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建立农村

发。聚焦扶贫成果巩固，培养脱贫内生动力，通过

基本公共服务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围绕治理手段、

实施分层次的社会保障计划来巩固脱贫成果，推动

公众参与、服务满意度，组织开展乡村公共服务治

构建全覆盖、均等化的全国统一社会保障体系。二

理水平的年度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公共服务机构、

是着力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从业人员、管理部门采取相应的问责措施。

中的作用。推动“互联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在乡村地区的推广应用，整合现有乡村社会保障

（二）加快乡村公共服务治理智能化、数字化建设

信息资源，简化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的具体流

一是建立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信息档案，促进信

程，构建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统一社

息联动与数据共享。全面梳理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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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立包含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文化等在

治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内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信息档案，采集、整理、录
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信息与数据；与公安、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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