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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星期三） 

会议报到（开化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厅） 

7 月 22 日（星期四） 

8:30-10:20 开幕式 三楼潮峰厅 

10:20-16:30 特邀学者主旨演讲 

三楼潮峰厅 16:30-17:15 校地合作授牌仪式 

17:15-18:00 “开化倡议”发布 

7 月 23 日（星期五） 

8:30-17:30 

 

乡村振兴学术论坛 
分论坛一 五楼锦华厅 

分论坛二 二楼锦绣厅 

第十一届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博士生论坛 

致辞 二楼钱江厅 

分论坛一 二楼钱江厅 

分论坛二 五楼董事会议室 

分论坛三 五楼 1号会议室 

钱江源青年学者论坛 一楼神州厅 

17:30-18:00 闭幕式 三楼潮峰厅 

7 月 24 日（星期六） 

9:00-17:00 参会人员实地考察调研 见考察调研安排 

7 月 25 日（星期日） 

返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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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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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言 15 分钟 

!

.,*&,-.&*+,(( LMNO(

?@A(

bcd$ %5NO7A6eRfgABBK.hi.5jW6kl

mnohi$

硬脱贫与软振兴：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 

p$$q$ r%st7Auvhi.r%st7AwPxyIJBB

K.5jW6klmnohi$

乡村振兴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思考 

ze{$ DE7A9:ABBK.hi.5jW6klmnohi$

东亚乡村发展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 �37A�A9:ABBK.hi.5jW6klmno

hi$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产权逻辑 

���$ r�NO7A5jNO��RfgIJBBK.����

ABhi.5jW6klmno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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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安全的几点辨析 

���$ %56G7ANORNPfgABBK.hi.5jW6

klmnohi$

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国土空间管制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财政制度创新 

z��$$ r%NO7A�&��ABBK.hi.5jW6klm

nohi$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吗？ 

���$ ��7A9:ABBK.hi.5jW6klmnohi(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制度建构 

��r$ �r7A�&��AB+BK.hi.5jW6klm�

�A�$

(

.P*,,-.Q*.,(( LRNO(

?@A(

?7~$ %5NO7A6eRfgABhi.NORNP0�IJ

%�>?(

鸡毛换糖：事件、记忆与神话——义乌农民的历史三调 

���$ � 7Auvhi.� 7A¡¢%5IJBBK.5j

W6klmnohi$

从乡村迈向都市——乡村振兴漫谈 

�7£$ %¤7A¥GR¦§IJ%�>?.9:AR6¨AAB

hi.5jW6klmno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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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何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文化一致性的理论 

©ª«$ ¬st7AIJ®BBK.%5NPh¯fgIJBB

K.5jW6klmnohi 

新乡贤与乡村振兴 

°$$±$ ²³7A9:AR6¨ABBK.hi.5jW6klm

nohi$

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以浙江省某县的“文化礼堂”为例 

´#�$  7A9:Aµhi.5jW6klm��A�$

从内生发展到新内生发展：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模式初探 

e$$¶$ r¬st7A9:ABBK.hi.5jW6klmno

hi$

浙江乡村振兴实践的主要特征 

\$$·$ ¸¹7A�&��AB+BK.º»nohi.5jW6

klmnohi$

构建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乡村振兴研究的理论使命 

bcd$ %5NO7A6eRfgABBK.hi.5jW6kl

mno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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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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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言 15 分钟 

(

B*,,-.,*.E( ( LMNO(

?@A(

¼½^$ %5NO7A6eRfgABfg��µ+µ>?.+h

i$

老少边区农业产业化何以成功——赣南脐橙的纵向案例研究 

¼¾�$ ¹¿st7A+hi$

市场嵌入、经营分化与村庄社会关系重构——以河北省李村李子种植

为例 

À:Á$ ÂÃ7A/ÄR�&��ABÅs$

农业生产系统保护导向的村庄空间规划研究初探——以云南红河哈

尼稻作梯田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 

�ÆÇ$ %5NO7AÈÉABÅs$

国外康养农业的衍生逻辑、社会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ÊË$ %5NO7A6eRfgABÌÍIJ®$

提问与讨论 

(

.,*.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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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RNO(

?@A(

1ÎÏ$ ��7A9:AB9:Aµ+µ>?.+hi$

以田园社区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ÐeÑ$ ¸¹ÒÓÃFG/ÔÕ/Ö+ÖK$

乡村振兴别样故事 

×$$Ø$ ÙÚÒÛ¤F�Ü)ÝÞ+>ß$

发挥职能优势，让开化金叶子更加闪亮 

àá^$ ¸¹Ò'()âãäåæ::K$

开化清水鱼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çè3$ ¸¹Ò'()éÉjêNë>$

干群合力暖人心 打造活力新高合 

zìí$ ¸¹Ò'()îïðñòP,- 

提问与讨论 

(

0defg(

óôõ$ %5NO7A6eRfgABhi$

(

.P*,,-.E*,,((((L<NO(

?@A(

�ö÷$ %5NO7A6eRfgAB9:AR6¨Aµ+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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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社会到改造社会：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转向——基于“清

河实验”的思考 

øùù$ ¿N3@ú7A6e9:fgABÌÍIJ®$

生态长效：乡村振兴背景下留守儿童帮扶体系的行动研究 

ûèd$ üý7A0AB+BK.+hi$

家庭视角下的公共政策研究——基于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问题 

þ$$ÿ$ !"stAB0AR9:AB+hi$

提问与讨论 

(

.E*,,-.E*.E(( ST(

(

.E*.E-.$*+,(( LhNO(

?@A(

À:Á$ ÂÃ7A/ÄR�&��ABÅs$

人人齐“参与”、个个乐“当家”——党建统领乡村振兴的“桂花宝

典” 

#$G$ ¸¹Ò;%F&'ð()P[*+,-$

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 

øe,$ -�Ò«)F¿.�w%�/0ÈÈK$

党建联盟+数智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à12$ ¸¹ÓÃF3Ó45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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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合作先行 

za7$ ¸¹Ò8ÃFNONPÔÙW9I=$

提问与讨论 

(

0defg(

óôõ$ %5NO7A6eRfgABh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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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言 15 分钟(

(

B*,,-.,*+,( ( LMNO(

?@A(

�$$:$ %5NO7A6eRfgAB9:AR6¨Aµ+µ>?$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视角下资产收益帮扶模式探析 

!;<$ �=7A%5>N?@IJ%�IJ=$

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r$ AB�C7Ae0AB�&��µ+hi$

长三角地区脱贫攻坚政策量化评价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视角  

pDE$ �=F�7AGABÅs$

村组土地禀赋、政治关联与农户“一户一田”满意度——基于山东省

25个村组 257个农户调研数据 

zH~$ %5NO7A����ABIÍIJ®$

什么决定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 20个村庄的 fsQCA法 

JKÏ$ %5NO7A����ABÅs$

提问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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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ST(

.,*PE-.&*+,(( LRNO(

?@A(

L$$1$ %¤7A9:AR6¨AABM�IJ=$

基层的“三位一体”供销合作改革怎么做？——以灵宝为例 

¼NO$ -�ÒPQFRSNGTOòU9Þò9�VK$

蜂舞钱江源头 助力乡村振兴 

D$$W$ ¸¹Ò'()XYæ::K$

种植道地药材，从山水林田间挖“宝”掘“金” 

ÂZ.$ ¸¹Ò'()NONPÔñWNÉs$

“两山”重要理念在金星村的生动实践 

Â[V$ ¸¹Ò'()r\ðï]P[;Þ^,-(

提问与讨论 

(

0defg(

¼_õ$ %5NO7A6eRfgAB+hi 

(

.P*,,-.E*+,(( L<NO(

?@A(

1$$r$ AB�C7Ae0AB�&��µ+hi$

河长制背景下村域河流治理的多中心格局何以形塑？——基于汉江

流域 S 村的案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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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3@ú7A����ABIÍIJ®$

从被动的雇佣建筑包工到共同创造的社区建造者 

�aÑ$ b�stAB9:CUµÅs$

“红黑榜”与“文明超市”的社会学思考——黔西南贞丰县岩鱼村“乡

村治理模式”调查 

p$$c$ dÃst7AIÍIJ®$

软治理：乡风文明培育的可行路径 

8ef$ �'7A�gh/H��BÌÍIJ®$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规民约与德治 

�$$i$ %¤7Aîjk>l�AR%5m¢(IJnÌÍIJ®$

提问与讨论 

(

.E*+,-.E*PE(( ST(

(

.E*PE-.$*+,(( LhNO(

?@A(

!;<$ �=7A%5>N?@IJ%�IJ=$

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单县经验 

1$$o$ ¤¬Òp)6G/H8q+)K$

乡村振兴的奋起之路 

rst$ ÓÃFu.4vwðvwP*:+>?$

乡村振兴与农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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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ïÑ$ %5NO7A6eRfgAB•xywPxyIJBM�

IJ=$

萧山区瓜沥镇迈向全域数字化乡村治理新时代 

z;¶$ ¸¹ÒÓÃF{¤4|}ð[**=.6�CCK(

提问与讨论 

(

0defg(

¼_õ$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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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9:;<.=>?@ABC23!

DE!

(

!"#$% &+ '()*+,-)*E,(

/0#1234567jk:;R=>(

(

?@A(

ÐiØ$ %5NO7A6eRfgAB+BK.hi$

(

CDA(

¼$$�$ %5NO7AIJ®B2XÖ+ÖK.+hi$

bcd$ %5NO7A6eRfgABB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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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9:;<.=>?@AB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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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0#1234567jk:;R=>(

***每人发言 15 分钟(

(

B*,,-.,*P,( ( LMNO(

?@A(

z$$~$ %5NO7A6eRfgABIÍIJ®$

食物为媒：基于文化建设的乡村治理——以川西南地区 G 镇的实践

为例 

�HÏ$ %5NO7A6eRfgABIÍIJ®$

差异化叙事：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及其影响 

�EË$ r¬st7A/ÄAµIÍIJ®$

从“精英俘获”到“俘获精英”：项目调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机制研

究 

ó$$}$ r%@ú7A9:ABIÍIJ®$

乡村振兴视域下“一肩挑”政策的补偿化治理实践 

�e�$ ²³7Aîjk>lABIÍIJ® 

政党-国家-社会：一个乡村治理模式的解释框架—-基于皖南 S乡的

田野调查 

�oo$ �=Ò�¤F*[Z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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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0defg 

1$$Ë$ ¬st7A%5NPh¯fgIJBBKM�.hi$

(

.,*P,-.,*EE(( ST(

(

.,*EE-.&*+E(( LRNO$

?@A(

13�$ %5NO7A6eRfgABIÍIJ®$

再造中心：嵌入乡土的行动者网络与乡村秩序整合——对一个中部乡

村小卖部的田野考察 

1�õ$ ÂÃ7A��R��ABIÍIJ®$

现代嵌入传统——“瑶族妈妈的客房”的空间生产实践  

z$$~$ %5NO7A6eRfgABIÍIJ®$

社区公共空间再造乡村治理新动能——以四川省白村“邻里百家”为

例 

�$$i$ %5NO7A6eRfgABIÍIJ®$

三治融合协同治理实现机制及成效研究——基于广东省 4 地 11 村的

调查 

�V�$ �¬����7A:lAB�@® 

基于 CiteSpace 对中国乡村旅游的知识图谱分析 

1a�$ ��7A5je(fgIJBIÍ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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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0defg 

1�,$ %5NO7A6eRfgAB����µµ>?.hi$

$

.P*,,-.E*P,(( L<NO(

?@A(

�EË$ r¬st7A/ÄAµIÍIJ®$

替代性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调适机制——基于浙北 M 街道的

个案研究 

×��$ r¬�C7A9:R�&��ABIÍIJ®$

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何以有效？——基于川西南地区 G 镇的实地研

究 

°$$�$ %5NO7A6eRfgABIÍIJ®$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基层党组织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与实践进

路 

�¾�$ �·¹stABîjk>lABÌÍIJ® 

寓物业于村庄治理之中：城镇化背景下回迁小区的物业自管选择与组

织实践 

�;�$ r%@ú7A9:ABIÍIJ®$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基于近年来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

讨论 

z$$â$ � NO7A�&��ABIÍ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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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0defg 

_�±$ ¸¹N37Ae0ABBK.hi$

 

.E*P,-.E*EE(( ST(

(

.E*EE-.$*+E(( LhNO(

?@A(

z$$â$ � NO7A�&��ABIÍIJ®$

合作式嵌入：本地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研究——基于四川

省 B 村的经验考察 

�$$~$ %5NO7A6eRfgABIÍIJ®$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机遇、挑战及路径选择 

�ô�$ DE7Aîjk>lABIÍIJ® 

社会工作下乡与村庄再组织化——以杭州市 X 村“微自治”项目为

例 

13�$ %5NO7A6eRfgABIÍIJ®$

中国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的时空非平稳性  

¼$$�$ �r7A����R0AABÌÍIJ®$

土地改革时期国家观念何以生成？——基于深度中国农村妇女口述

史调查 

�E�$ r%st7A%5NPIJBIÍ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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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与讨论 

0defg 

1�,$ %5NO7A6eRfgAB����µµ>?.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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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9:;<.=>?@ABC23!

4236!

!"#$% &+ '(B*,,-.$*+,(

/0#1234567lmn]o;c=>(

***每人发言 15 分钟(

(

B*,,-.,*P,( ( LMNO(

?@A(

�~ÿ$ %5NO7A6eRfgABIÍIJ®$

从自主到依附：乡村猪苗供应中的知识生产和权力转移 

L�"$ %5NO7A6eRfgABIÍIJ®$

食物消费结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 

 e¡$ -�NO7A��R��ABIÍIJ®$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z¢£$ �r7A����R0AABÌÍIJ®$

种子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¹$$¤$ ¥5¦§7A¨�AµIÍIJ®$

由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对于农业企业 CSI 行为的思考  

¼$$©$ r�NO7A����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ª$$«$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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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 ST(

(

.,*EE-.&*+E(( LRNO(

?@A(

þq¬$ ¬�7Aîjk>lABIÍIJ®$

农业合作社何以转型为社会企业?——基于组织价值创新视角的纵向

单案例研究 

×$$$ %®G¦7A��ABIÍIJ®$

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网络路径演变——基于

农业科技知识流动的视角 

û$$«$ %5NO7A6eRfgABIÍIJ®$

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现代化的门限效应及检验 

�,¯$ xÃ7A��ABIÍIJ®$

农业政策社会性：从小农户生活构想反思政策规划——基于 H 村散

养户的考察 

°£±$ �37A�A9:ABIÍIJ®$

非农就业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pÉ²$ ¸¹N37A��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³$$E$ %5NO7A6eRfgAB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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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 L<NO(

?@A(

¹$$¤$ ¥5¦§7A¨�AµIÍIJ®$

小农户融入智慧农业的实践路径——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视角 

�~ÿ$ %5NO7A6eRfgABIÍIJ®$

农业内卷化：易村的大棚蔬菜种植 

¼y´$ #�7AG¦AR9:AABIÍIJ®$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风文明建设：梗阻因素与突破路径——以农村生态

殡葬改革为例 

þq¬$ ¬�7Aîjk>lABIÍIJ®$

“不出门”农户的日常经济活动与权利表达——从“流商交易”看村

庄回应现代化的逻辑  

�$$Ë$ DE7A9:ABIÍIJ®$

从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的纸扎艺术展看中国死亡观嬗变的内在动因 

zªµ$ DE7Aý¶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³$$E$ %5NO7A6eRfgABhi$

(

.E*P,-.E*EE(( ST(

$

.E*EE-.$*+,(( Lh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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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G¦7A��ABIÍIJ®$

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来自 285个地级市的证据 

�·¸$ � 7AGABIÍIJ®$

中欧班列开通、投资异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¹$$·$ � 7AGABIÍIJ® 

农业转移人口生计资本、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平感分析 

zºº$ dÃ7A��ABIÍIJ®$

免费发抹布能够缩短旧抹布的使用寿命么？——来自中国农村随机

干预实验的证据  

z$$»$ %5NO7A��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¼½$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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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言 15 分钟(

(

B*,,-.,*P,( ( LMNO(

?@A(

¾�¿$ �'7A�gh/H��ABIÍIJ®$

三重异化：“项目进村”中形式主义外在表征、形成机理及矫正之策

——基于对 A 县 M 村的考察 

À$$}$ -E7A�&��ABIÍIJ®$

产业项目资产管理能够巩固脱贫质量吗？-基于 3551 个脱贫家庭收

入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1,Á$ %5NO7A����ABIÍIJ®$

扶贫车间：乡村振兴下的产业衔接与功能演变探析  

¼$$Â$ %5NO7A6eRfgABIÍIJ®$

村级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构建的实践困境及其根源——兼论集体经

济实现形式 

°õÃ$ %5NO7A6eRfgABIÍ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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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厂的雇工实践：场域互嵌与关系的再生产——基于鲁西南一位

返乡创业者的案例研究$

ÀÄ$ %5NO7A6eRfg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Å¯e$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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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Æ$ %5NO7A����ABIÍIJ®$

农村留守劳动力婚后与父母的居住关系研究——基于孩子数量、年龄

的影响效应分析  

îJÇ$ � NO7A�&��ABIÍIJ®$

“返老还童”：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农村中老年人健康？——基于社

会信任与就业参与的中介作用检验 

à2È$ É;N37A����ABIÍIJ®$

中国“农民”规模探析：总体状况、认知误区与优化建议  

¾�¿$ �'7A/ÄA�ÊTOIÍIJ® 

大都市农民工的“城市黏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ËÌ$ %5NO7A6eRfgABIÍIJ®$



 

 26 

后扶贫时代帮扶“责任人”的角色嬗变、职能重塑与效用提升 

¼$$¿$ %¤7Aîjk>lABIÍIJ®$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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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e$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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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Ã$ %5NO7A6eRfgABIÍIJ®$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 � 3O7A����ABIÍIJ®$

村组土地禀赋会影响农户“一户一田”实施意愿吗?——基于山东省

46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zH~$ %5NO7A����ABIÍIJ®$

资产专用性对休耕户后续休耕意愿的研究——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zk"$ ¿N3@ú7A����ABIÍ®$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kÆ$ %5NO7A����ABIÍIJ®$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演变逻辑、变革效应与后续展望 

¼$$Í$ � F�7AÎÏÐÑuABIÍIJ® 

提问与讨论 

0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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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Ò$ %5NO7A6eRfg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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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7Aîjk>lABIÍIJ®$

乡村人才振兴的内涵阐释与实践反思 

z¦Ó$ ÔÃ7Aîjk>lABÌÍIJ®$

由“碎片化”迈向“整体性”——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教育政策体系

的战略构想 

LÕÖ$ ¿�7Ah¯ACIÍIJ®$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的三重角色 

p$$»$ ¬st7A%5NPh¯fgIJBIÍIJ®$

弥合位差、提升效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政策框架  

1×ì$ %5NO7A6eRfgABIÍIJ®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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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NO7A6eRfgAB+hi$

阶段与使命：农业文化遗产的百年之路与时代担当 

´$$q$ � NO7A%5NOÙÚIJÛhi$

试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五个层面 

´HÜ$ ¸¹F�7A9:CUµhi$

农户生计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zÝÞ$ NONPCNP��IJ%�+IJ=$

(

.+*+,-.P*PE(( vwx2yz{|}~��e��(

?@A(

1$$ß$ %5NO7A6eRfgAB+hi$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对中国文化景观保护的意义探讨 

à$$á$ âã7AeÑRIÑäAµ+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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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恢复力”（resilience）是一个指标还是一种研究

框架？ 

å$$æ$ %56G7A�ABÅs$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事业：时代转向及历史方位 

àÇç$ � NO7A%5ÙÚIJÛIÍè$

´$$q$ � NO7A%5NOÙÚIJÛhi$

0de��(

zÝÞ$ NONPCNP��IJ%�+IJ=$

�é,$ r%NO7Aîjk>l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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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ê4$ %5NO7A����ABÅs$

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地景观转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zEt$ #�7A6¨AIÑääK.+IJ=$

农业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z;¶$ %5NOIÑäNOëìIJC$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 

pOí$ ¤¿NO7A�&��ABÅs$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空间分布与挖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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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Ç$ %5NO7AÈÉABÅs$

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的遗产特征与保护价值 

LòÓ$ %5NO7A6eRfgABIÍ®$

!%«$ %5NO7A6eRfgABIÍ®$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对贵州锦屏传统杉木种养和管护体系的人类

学考察 

�gÓ$ dÃ7A%5¿CfgóôIJ%�+hi$

¼$$�$ dÃ7A��ABÌÍ® 

公有制经济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推动与促进——基于对湖北咸

宁 A砖茶厂的调查 

óÓÿ$ r%NO7A9:CUµÅs$

0de��(

´HÜ$ ¸¹F�7A9:CUµhi$

õ$$·$ dÃG¦7A9:;<Rö÷øIJB+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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