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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更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迫切需要。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工业用途的拓展,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吃
好、吃得安全放心,最根本的还得依靠农民,特别是要依靠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只有加快培养一代新
型职业农民,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农民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得到提升,农业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粮食安
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措施,留住一批拥有较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从事农业,
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只有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市场意识,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新型职业农
民,现代农业发展才有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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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an urgent need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o build a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s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increases, the level of consumer spending continues to rise, and the industrial u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ands,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on a steady growth. To ensure that more
than one b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enough to eat and can eat safely and safely, we must ultimately rely on
farmers, especially high-quality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Only by accelerating the train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arousing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ca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easantry be
improved, agricultural problems be well solved and food security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Through technical
training,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measures, retain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young farm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e,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Only by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with strong market awareness, knowledge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c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e supported b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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