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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是 “四化同步” 的

重要环节， 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者

运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相似度模型， 对 ２０１１ 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

调度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 年二者的协调度较低， 新型城镇化的

Ｖａｇｕｅ 值相对高于农业现代化， 较低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这与目前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是相匹配的。 基于

此， 作者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深化农村现代化改革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

议， 力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必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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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当下各级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

一， 城镇化的良性运行能够有力带动工业化发展， 形成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的良好态势， 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则可支撑城镇化建设， 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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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西方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最终迈入了现代化国家行

列， 这些经验对于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 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 ７ ３１ 亿人， 城镇化率为 ５３ ７％ 。 由

此可见， 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在深入推进， 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 如何度量新

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度， 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协调推进等问题值得进一步

探讨。 因此， 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问题为主线，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 采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相似度模型， 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

协调关系，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力求为政策制定与研究提供参考性意见。

二、 文献综述

（一）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界定

目前， 已有许多学者就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 认为二者之间

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与传统城镇化注重城镇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模式

相比， 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质量和内涵的提升。 第二， 与传统城镇化过分依靠工业化带

动的发展模式相比， 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第

三， 新型城镇化强调完整城镇体系的构建以及城乡的统筹发展， 而传统城镇化过分强调

中心城市的发展， 忽略了县域、 中心镇和农村的发展 （孙雪等， ２０１２； 魏后凯， ２０１４）。
目前学界针对城镇化的测度， 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两类。 其中， 单一

指标法以人口为主要衡量标准， 测度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 而较多学者为使

测度更符合现实， 采用复合指标法测度， 例如， 李振福 （２００３） 从城市发展潜力、
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装备等三个方面对城镇化进行评价； 赵静等 （２００５） 从人口、
经济、 社会文化和地域景观等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对城镇化进行测度； 孙长青、 田园

（２０１３） 则基于经济学视角， 在评价框架中考虑了城镇化水平、 民生改善、 经济发

展、 生态宜居、 集约协调等五个方面的因素； 孙雪等 （２０１２） 从经济、 社会、 人口

素质、 人民生活、 基础设施和环境等六个方面选取了 １６ 项指标进行评价； 叶裕民

（２００１） 认为城市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面， 应包括城市经济现代化、 基础设

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 总体而言， 复合指标法更多考量城镇化的内涵与本

质，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演变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因素， 比单一

指标法的衡量更加客观、 更加贴近现实， 更能够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本文认为城镇化的测评需要把握三个重点： 第一， 参与评价的对象主体具有可比

性， 因为不同级别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 指标体系的选择

应尽量反映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至少应包括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 产城互动、 节

约集约、 生态宜居、 和谐发展等指标。 第三， 从方法来看，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一级

指标之间要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因此， 本文选取人均 ＧＤＰ、 总人口增长率、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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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道路面积、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建成区绿地率等 １５ 项指标对新型城镇

化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 力图较全面、 客观反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更加深入地

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
（二）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界定

国内学者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中，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农业现代化主要侧重研究农业产业； 而广义农业现代化的内

涵则涵盖 “农业”、 “农村” 和 “农民” 现代化三方面内容 （赵景阳等， ２００７）； 郭

强、 李荣喜 （２００３） 从农业发展水平、 劳动者素质、 环境质量和农村富裕程度等四

个方面综合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门可佩、 唐沙沙 （２０１０） 采用人均拥有农

机总动力、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 农村人

口人均用电量、 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等 １２ 项指标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 李富军

（２０１２） 从农业投入现代化发展程度、 农业科学技术化实现状况、 提供农业支持的状

况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状况等四个方面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 冯献等 （２０１４） 认为，
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 信息化和城镇化之间高度相关， 只有相互协调发展， 才能达到

“四化同步” 的理念。 现代农业科技发展必然要依赖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 而要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则必须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互动。 在测评方法方面，
目前国内常用的有模型法、 数据包络法 （郭冰阳， ２００６）、 参数比较法和多指标综合

测度法 （陈春霞， ２００９） 等四种方法。 由此可见， 学者普遍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农业发展需借助于现代科学

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 从而实现由落后传统农业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演进。 但

是， 也不可否认， 农业现代化不应仅仅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 还需要与不断完善

的农业制度相配合。
类似于城镇化的测评， 本文认为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建立也需要把握三个重点： 第

一， 参与评价的对象主体要具有可比性， 特别是在宏观、 中观和微观等各层面的评价

指标应当有所差异。 第二，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从

农业现代化的质量、 动力和公平特征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 第三， 从方法上看， 各指

标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可补偿性。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选取人均农业基金投入、 三农

支出投入、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数和土地生产率等 １２ 项指标测

度农业现代化水平。
（三）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研究

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关系， 早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

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明确要求， “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

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工农互惠和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

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由此可见，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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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重要载体和撬动内需的最大动力， 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路径， 其成败将影响到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进而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
厘清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速实

现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刘玉， ２００７）， 不同学者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进

行了不同视角的探讨。 其中， 柯福艳 （２０１１） 为寻求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和

障碍性因素， 建立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马雪松等 （２０１３）
则指出二者相互协调的关键在于是否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问题， 并

提出要将农村产权制度和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 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重点在于确

权颁证流转交易，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种种隐性福利，
只有解决这两类问题， 才能够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赫修贵

（２０１３） 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特点， 主要在于解决人、 资本和产业三

者之间的集聚配置问题， 而二者协同推进最终是要解决人口的城市化和人的现代化；
王春丽 （２０１３） 基于 ＶＡＲ 模型， 以 １９８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 采用协整

检验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关系， 结果显示，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关系研究已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而上

述研究多从二者的协调关系和机制展开探讨， 鲜有文献从定量化角度对二者之间的协

调度进行有效度量。 基于此， 本文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基础上， 对二者的协调度进行定量

化研究， 以求为理论分析提供有效支撑。

三、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及其协调模型

（一） Ｖａｇｕｅ 集的定义及其基本运算规则

Ｖａｇｕｅ 集是在 Ｆｕｚｚｙ 集隶属度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真、 假隶属度， 给出区间

形式的隶属程度， 该区间同时列出支持证据、 反对证据和中立的程度， 由此可见，
Ｖａｇｕｅ 集是 Ｚａｄｅｈ 模糊集 （ Ｚａｄｅｈ， １９６５ ） 的推广形式之一 （苏白云， ２０１３ ）。
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 （１９９９）、 Ｇａｕ 和 Ｂｕｅｈｒｅｒ （１９９３） 通过决策中的 “投票模型” 对 Ｖａｇｕｅ 集进

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使之较模糊集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问题。 相比而言， Ｖａｇｕｅ 集理

论比 Ｃａｎｔｏｒ 集、 Ｆｕｚｚｙ 集在同时表达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 该理

论在描述事物时更加形象、 更贴近客观事物本身， 对不确定模糊信息的刻画更精确，
处理时更灵活。 目前，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 机器学习、 模糊推理

和模糊决策等领域。 例如， 崔春生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借助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研究了运筹

学中的经典 ０ － １ 指派问题， 并运用 Ｖａｇｕｅ 集思想研究了电子商务系统中的推荐问题；
王鸿绪 （２０１１） 运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研究了农产品的综合评估； 何永贵等 （２００９） 将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运用于 “企业资源计划” 系统的绩效评价。 根据既有研究， 我们对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定义及其运算法则做如下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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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定义

设存在一个论域 Ｕ， 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用 ｘ 表示。 实数值 Ｖａｇｕｅ 集 Ａ 由真隶属函

数 ｔＡ 和假隶属函数 ｆＡ 构成， 其中真隶属度函数的范围是 ｔＡ：Ｕ→［０， １］ ， 而假隶属度

函数的范围为 ｆＡ：Ｕ→ ［０， １］ 。 那么， 对于任意一个 ｘ ∈ Ｕ ， ｔＡ（ｘ） 是从支持 ｘ ∈ Ａ 的

证据所导出的 ｘ ∈ Ａ 的肯定隶属度的下界， １ － ｆＡ 则是从支持 ｘ ∈ Ａ 的证据所导出的 ｘ
∈ Ａ 的肯定隶属度的上界， ｆＡ（ｘ） 是从反对 ｘ∈ Ａ 的证据所导出的 ｘ∈ Ａ 的否定隶属度

的下界， 并且满足 ｔＡ（ｘ） ＋ ｆＡ（ｘ） ≤ １ 。
进而， ｘ 关于 Ａ 的隶属度可由 ［０， １］ 上的子区间 ［ ｔＡ（ｘ），１ － ｆＡ（ｘ）］ 表示， 或

者称 ［ ｔＡ（ｘ），１ － ｆＡ（ｘ）］ 是 ｘ 在 Ｖａｇｕｅ 集 Ａ 中的 Ｖａｇｕｅ 值， 称 πＡ（ｘ） ＝ １ － ｔＡ（ｘ） －
ｆＡ（ｘ） 为 ｘ 关于 Ａ 的未知度， 也称为犹豫度或踌躇度。 πＡ（ｘ） 是 ｘ 相对于未知信息 Ａ
的度量， πＡ（ｘ） 的值越大， 说明 ｘ 相对于 Ａ 的未知信息越多 （Ｇａｕ ａｎｄ Ｂｕｅｈｒｅｒ，
１９９３）。 当 ｔＡ ＝ １ － ｆＡ 时， πＡ（ｘ） ＝ ０ ， 即 ｔＡ（ｘ） ＋ ｆＡ（ｘ） ＝ １ 时， Ｖａｇｕｅ 值 ｘ 退化为普

通模糊值， 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Ｖａｇｕｅ 集示意图

一般地， Ｖａｇｕｅ 集 Ａ 可记为：

［ｘ，ｔＡ（ｘ），１ － ｆＡ（ｘ）］ （１）

当 Ｕ 是连续集时， Ｖａｇｕｅ 集 Ａ 可记为：

Ａ ＝ ∫Ｕ［ ｔＡ（ｘ），１ － ｆＡ（ｘ）］ ／ ｘ （２）

当 Ｕ 是离散集时， Ｖａｇｕｅ 集 Ａ 可记为：

Ａ ＝ ∑
ｎ

ｉ ＝ １
［ ｔＡ（ｘｉ），１ － ｆＡ（ｘｉ）］ ／ ｘｉ （３）

２ Ｖａｇｕｅ 集的基本运算法则

如果 Ａ、 Ｂ 是两个 Ｖａｇｕｅ 集，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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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ｘ，１ － ｆＡ（ｘ），ｔＡ（ｘ）］ （４）

Ａ ＋ Ｂ ＝ ［ｘ，ｔＡ（ｘ） ＋ ｔＢ（ｘ） － ｔＡ（ｘ） ｔＢ（ｘ），（１ － ｆＡ（ｘ））（１ － ｆＢ（ｘ））］ （５）

Ａ·Ｂ ＝ ［ｘ，ｔＡ（ｘ） ｔＢ（ｘ），（１ － ｆＡ（ｘ）） ＋ （１ － ｆＢ（ｘ）） － （１ － ｆＡ（ｘ））（１ － ｆＢ（ｘ））］ （６）

λＡ ＝ ［ｘ，１ － （１ － ｔＡ（ｘ）） λ，（１ － ｆＡ（ｘ）） λ］，λ ＞ ０ （７）

Ａλ ＝ ［ｘ，（ ｔＡ（ｘ）） λ，１ － （ ｆＡ（ｘ）） λ］，λ ＞ ０ （８）

两个 Ｖａｇｕｅ 值 ｘ ＝ ［ ｔｘ，１ － ｆｘ］ 、 ｙ ＝ ［ ｔｙ，１ － ｆｙ］ 的基本运算规则， 见式 （９） ～式

（１２）：

ｘ ＋ ｙ ＝ ［ ｔｘ ＋ ｔｙ － ｔｘ ｔｙ，（１ － ｆｘ）（１ － ｆｙ）］ （９）

ｘ·ｙ ＝ ［ ｔｘ ｔｙ，（１ － ｆｘ） ＋ （１ － ｆｙ） － （１ － ｆｘ）（１ － ｆｙ）］ （１０）

λｘ ＝ ［１ － （１ － ｔｘ） λ，（１ － ｆｘ） λ］，λ ＞ ０ （１１）

ｘλ ＝ ［（ ｔｘ） λ，１ － （ ｆｘ） λ］，λ ＞ ０ （１２）

（二） Ｖａｇｕｅ 集相似性理论

采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进行协调性评估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相似度， 王伟平、 吴祈宗

（２００８） 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提出， 在对 Ｖａｇｕｅ 值进行衡量时， 应同时考虑真隶属函

数、 假隶属函数和未知度函数。 由于 Ｖａｇｕｅ 值的未知度会增加信息的不确定性， 对于

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 未知度的影响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进而需要通过理论推导提

出新的相似度公式：

Ｓｉｍ（ｘ，ｙ） ＝ １ － １
４ ［ ｔｘ － ｔｙ ＋ ｆｘ － ｆｙ ＋ Ｓｘ － Ｓｙ ＋ πｘ ＋ πｙ］ （１３）

其中，

Ｓ（ｘ） ＝ ｔｘ － ｆｘ （１４）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一个 “化” 字， 其本质在于探讨发展的 “程
度”， 因此，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描述的不是某一时间节点的状态， 而是一个循序渐

进、 逐步演化的过程。 可见， 如何考量这一 “程度” 是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与 Ｃａｎｔｏｒ 集、 模糊集相比， 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表达上更具有优势， Ｖａｇｕｅ
集不仅可以将事物不确定性的程度形象化表达， 更能精确反映诸如优、 良、 中、 差等

定性语言信息所蕴涵的不确定性。 例如， 假设有 １０ 人对某一断言做出各自判断， 而

结果分为 “正确”、 “错误” 和 “不表态” ３ 种类型。 若其中有 ４ 人认为该断言是

“正确” 的， ３ 人认为是 “错误” 的， ３ 人 “不表态”， 就不能认为该断言是 “正确”
的， 此时仍需考虑弃权人的思想倾向。 因为弃权人虽然投了中立票， 但并不意味着他

是一个完全的中立者， 他在进行投票时， 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只不过这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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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还不能够完全说服其投 “正确” 或 “错误” 票， 而传统的 Ｆｕｚｚｙ 集无法处理此

类模糊信息。 在定量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关系时， 由于所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会出于不同的考量标准及数据选取， 统计结果或者某一指标的评估也就产生

不同得分， 而 Ｖａｇｕｅ 集可准确阐述这种差异。
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问题的研究上， 一方面， 协调探讨的是一种程

度， 这种程度的描述是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优势； 另一方面， 协调的本质在于实现系统总

体的最终目标， 从而在两种或多种相互关联的系统之间、 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形成良性

循环的发展态势 （赵宏海， ２０１３）。 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于解决双方的矛盾， 使系统内

每一个元素同系统的既定目标一致。 简单来说， 协调的目的是处理系统内各元素目标

不一致的问题， 力求使子系统的各个目标相同或相似， 而这种相同或相似的考量自然

可以借助数学中的相似性理论来处理， Ｖａｇｕｅ 集中大量的相似性研究成果为经济学中

“协调” 思想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 本文利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来解释和测度新

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是合理的。
（三） 基于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的 “协调” 模型

针对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的定量评估， 不同学者设计了不同的协

调模型。
孙云霞、 叶金国 （２００９） 建立了两者的综合协调程度函数：

Ｄ ＝ Ｃ∗Ｔ （１５）

其中：

Ｃ ＝ ｆ（ｘ）∗ｇ（ｙ） ／ ｆ（ｘ） ＋ ｇ（ｙ）
２[ ]

２

{ }
２
， Ｔ ＝ αｆ（ｘ） ＋ βｇ（ｙ） （１６）

ｆ（ｘ） 与 ｇ（ｙ） 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指数， Ｄ 为区域的城镇化与农

业现代化协调度， Ｔ 为两者协调度指数， α、β 为待定权数。
赵宏海 （２０１３） 定义的协调度模型为：

Ｃ ＝ （Ａ ＋ Ｂ）
（Ａ２ ＋ Ｂ２） １ ／ ２ （１７）

式 （１７） 中， Ａ 和 Ｂ 分别代表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
而 Ｃ 则表示二者发展的协调度。 若 Ｃ 值最大时， 则需要 Ａ、 Ｂ 同时为正且相等， 表明

二者协调程度最大； 而若 Ｃ 值最小时， 则表明二者协调程度最低， 此时， Ａ、 Ｂ 均为

负值且相等。 本文中如果 Ｃ 值越大， 则表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协调程

度就越高 （赵宏海， ２０１３）。
本文定义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两个不同的 Ｖａｇｕｅ 集， 每一个指标是一个

Ｖａｇｕｅ 值， 那么任意一个区域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都可以表示为两个

模糊集的相似度。 显然， 单独探讨任意一个评价指标之间的相似度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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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研究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总分的相似度， 即可以将每一个评价指

标的取值用 Ｖａｇｕｅ 值来表示， 借助 Ｖａｇｕｅ 集的综合评价方法， 求得两个 Ｖａｇｕｅ 值的

相似度。
整个过程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分别确定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 分别确定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权重。 第

三， 采用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获取各个指标的 Ｖａｇｕｅ 值。 第四， 借助加权和方法或加权积

方法得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 Ｖａｇｕｅ 集综合评价值， 如果各个指标之间具有

可补偿性， 应采用加权和方法， 否则采用加权积方法。 第五， 计算两个 Ｖａｇｕｅ 值的

相似度。
一般的， 对于确定性数值， 可以借助标杆值法得到相应的 Ｖａｇｕｅ 值， 记为：

ｖｉ ＝ （ｘｉ － ｘｍｉｎ） ２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１ －
（ｘｉ － ｘｍａｘ） ２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 ]（若 ｉ 为效益型指标） （１８）

ｖｉ ＝ （ｘｉ － ｘｍａｘ） ２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１ －
（ｘｉ － ｘｍｉｎ） ２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 ]（若 ｉ 为成本型指标） （１９）

其中， ｘｉ 为确定性指标 ｉ 的评估值， ｖｉ 为其对应的 Ｖａｇｕｅ 值， ｘｍａｘ 和 ｘｍｉｎ 为指标 ｉ 对
应的标杆值。 对于不确定性数值可以定义 ｔｘ 和 １ － ｆｘ 分别为上下限， 如某指标的评价

值为 ７０％ ～９０％ ， 则可定义该指标的 Ｖａｇｕｅ 值为 ［０ ７， ０ ９］。

四、 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 为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度， 在 Ｖａｇｕｅ 集

理论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利用 ２０１１
年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以期为寻求二者之间的协调度提供必要的参考。 具体运算过

程为：
步骤一： 参考王博宇等 （２０１３） 和辛岭、 蒋和平 （２０１０） 构建的指标体系， 构

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１ 所示；
步骤二： 对各指标权重 ωｉ 进行分配， 如表 ２ 和表 ３ 第三列所示， 为便于计算进

行了取整处理；
步骤三： 借助标杆值法得到各个指标的 Ｖａｇｕｅ 值 ｖｉ ， 如表 ２ 和表 ３ 第四列

所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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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数据选取过程中， 鉴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部分统计数据不全面， 常用的插补方法对缺失数据的补充存

在难度， 且主观性较强。 因此， 在不影响实证效果的前提下，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１ 年全国的指标值以及该指标的历史

最大值和最小值。 数据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和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７ 辉煌的三十年》 等。



步骤四： 由于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均满足可补偿性， 因此采用加

权和方法得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估值分别为： ［０ １００９， ０ ９９９５］ 和

［０ ５６３５， ０ ９９９９］；
步骤五： 利用 Ｖａｇｕｅ 值的相似度计算公式 （１３）， 得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协调度为 ０ ４３４７。

表 １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备注

新型

城镇化

人均 ＧＤＰ（元 ／ 人）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该指标 ＝ 工业增加值 ／ ＧＤＰ × １０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该指标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 １００％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 该指标 ＝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 ／ 固定资产投资额 × １００％

总人口增长率（‰） 该指标 ＝ （Ｐｔ＋１ － Ｐｔ） ／ Ｐｔ × １０００‰

城镇人口增长率（‰） 该指标 ＝ （Ｐｔ＋１ － Ｐｔ） ／ Ｐｔ × １０００‰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该指标 ＝ 城镇人口 ／ 总人口 × １００％

城镇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人均城镇道路面积（平方米 ／ 人）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用水普及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燃气普及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污水处理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 人）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建成区绿地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农业

现代化

人均农业资金投入（元 ／ 人） 该指标 ＝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 ／ 农业总人口∗

三农支出投入（亿元）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年 ／ 人）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农业机械总动力数（万千瓦时）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有效灌溉率（％ ） 该指标 ＝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 耕地面积 × １００％

农业人均 ＧＤＰ（元） 该指标 ＝ 第一产业总产值 ／ 农业总人口

劳动生产率（元 ／ 人） 该指标 ＝ 第一产业总产值 ／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 １００％

土地生产率（吨 ／ 公顷） 该指标 ＝ 粮食产量 ／ 播种面积 × １０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农村恩格尔系数（％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农业劳动力就业率（％ ） 该指标 ＝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 农业总人口 × １００％

森林覆盖率（％ ） 该指标由统计年鉴可得

　 　 注： 鉴于统计口径原因， 本文选用 “乡村人口” 指标替代 “农业总人口” 指标，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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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新型城镇化评价数据

类别 指标名称 权重 Ｖａｇｕｅ 值

经济动力

人均 ＧＤＰ ０ ０９ ［０ ８３７７，０ ９９２８］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７ ［０ １７６７，０ ６６４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７ ［０ ８９６７，０ ９９７１］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０ ０６ ［０ ９７９１，０ ９９９９］

人口转移

总人口增长率 ０ ０６ ［０，０］

城镇人口增长率 ０ ０６ ［０ ０２６９，０ ３０１０］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 ０９ ［０ ９２６４，０ ９９８６］

城镇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０ ０７ ［０ ９１７３，０ ９９８２］

基础设施

人均城镇道路面积 ０ ０６ ［０ ９０７６，０ ９９７８］

用水普及率 ０ ０６ ［０ ９９２０ ０ ９９９９］

燃气普及率 ０ ０６ ［０ ９８０５，０ ９９９９］

人居环境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０ ０６ ［０ ７２２５，０ ９７７５］

污水处理率 ０ ０７ ［０ ９６４０，０ ９９９７］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 ０６ ［０ ９０９６，０ ９９７９］

建成区绿地率 ０ ０６ ［０ ８３１２，０ ９９２０］

　 　

表 ３　 农业现代化评价数据

类别 指标名称 权重 Ｖａｇｕｅ 值

投入水平

人均农业资金投入 ０ ０６ ［１，１］

三农支出投入 ０ ０６ ［０ ７１５０，０ ９７６２］

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０ ０６ ［０ ９９４１，０ ９９９９］

农业机械总动力数 ０ ０７ ［０ ８９６６，０ ９９７２］

有效灌溉率 ０ ０７ ［０ ９５３６，０ ９９９４］

产出水平

农业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２ ［０ ７８２９，０ ９８６７］

劳动生产率 ０ ０６ ［０ ７６８２，０ ９８４７］

土地生产率 ０ ０９ ［０ ９０４５，０ ９９７６］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０ ０６ ［０ ７７３２，０ ９８５４］

农业社会

发展水平

农村恩格尔系数 ０ １２ ［０ ００３１，０ １０９１］

农业劳动力就业率 ０ １４ ［０ １５５２，０ ６３２７］

农业可持续发展 森林覆盖率 ０ ０９ ［１，１］

　 　

实证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为 ０ ４３４７， 总

体协调程度较低，① 意味着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 从评价指标的得分来看， 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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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 Ｖａｇｕｅ 集相似度理论得出的实数值只是对当年某几项研究对象所作的协调度分析， 较少涉及纵向对

比， 且相似度的取值范围在 ０ ～ １ 之间。 因此， 该值越接近 １， 表明研究对象的协调度越高。



城镇化的得分相对较高， 而农业现代化的得分较低， 这与当前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是

相匹配的， 即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短板在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因

此， 要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重点在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其次， 从各三级指标来

看， “新型城镇化” 中的 “城镇人口增长率、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建成区绿

地率” 等指标得分较低， 反映出以上指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短板， 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忽视了基本生活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城镇化的发展形式重于发展质量。 而

“农业现代化” 中的 “三农支出投入、 劳动生产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 等指标得分较

低， 这些都是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

五、 结论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统筹协调对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实证结果显示，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总体协调程度较低。 其中， 较低

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是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 首先， 政府应继续加

大农业领域的投入力度， 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方面， 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科学

化和现代化， 将新发明、 新技术根植于农业发展中， 拓宽资金扶持渠道， 增加对农业

的资金倾斜； 另一方面， 努力开展农业职业教育， 培养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 着力提

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 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的问题， 力求适应农业现代

化的建设需要。 其次， 积极搭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平台， 发挥城乡两个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 增强城乡市场的互通性与渗透性；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将产业链条延展至农业领域， 带动与农业相关的制造业和

服务业发展。
总体而言， 本文将 Ｖａｇｕｅ 集理论首次引入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的定

量评价， 以 Ｖａｇｕｅ 值的相似度计算创新性地构建了 “协调” 模型， 有效测度了新型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程度， 反映出借助定量手段进行协调度评估的必要性

和科学性。 这种方法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提供了定量分析支撑，
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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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ｒ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ｇｕｅ 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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