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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最后一公里 ”难题的路径与机制
——— 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意义
王海娟
（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采取自上而下决策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
难题。成都市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从资源输入方式改革入手，通过激发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形成自下而上
的新型决策体制，从而实现了国家自上而下资源输入与农民公共品需求的有效对接，化解了这一难题。成都
市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在实践层面化解了“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全国农村公共
品供给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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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Last Kilometre”
———Practi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Ｒural Areas in Chengdu
WANG Haijuan
（ Ｒ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Ｒural Governmen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supply system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our country has always taken the decision －
making system from top to bottom，which results in the problem of the “last kilometre”of the supply
of the rural public goods． The reform of Chengdu public goods supply system proceeds with resources
input，and forms the new policy － making system from bottom to top by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organization at village level，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national resource input from top to bottom and farmers’demand for public goods，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ast kilometre”，which not only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mechanism of decision － making； supply of public goods；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t village level；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一、问题提出
［1］

农业税费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可以概括为“制度外的自上而下 ”决策体制。 这个时期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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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供给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原则上只负担城市公共品供给 ，乡村范围的公
共品与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属制度外公共产品。 由于小农经济极为有限的剩余，“制度外 ”筹资筹劳的
资源较少，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二是自上而下决策体制导致公共品供给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品
供给出现“最后一公里”问题。 即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在村庄层面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出现供需错
［2］

位、农民之间利益难以协调、农民积极性不高、公共工程难以实施等问题。
农业税费改革后，项目制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方式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发生了重大变
化。一方面，在“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下，国家逐步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将农村公共品供
给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改变了农村公共品主要由村级组织内部供给的模式 ，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制
度外”供给向“制度内”供给转型。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承担全部的公共品成本，不需要向农民筹资筹
劳，取消了农民通过筹资筹劳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渠道 。并且项目制度通过立项、申报、审核、监管、考核、
验收、评估和奖罚等一系列理性程序，建立了一整套严密设计的技术系统，从而将项目资金的使用纳入
到规范化管理体系中，实际上也将基层组织和农民排除在外 。公共资源的“制度内 ”供给以及规范化的
项目管理制度强化了自上而下决策体制 。结合以上两方面，税费改革之后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项目制度
［3］
具有“制度内的自上而下决策”特征。
制度内供给模式增加了自上而下的财政投入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不足问题 。
［4］
但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的强化使得农民和村级组织在公共品供给中处于缺位状态， 农村公共品供给
“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加剧。大量的资源输入并没有转换为农民所需求的公共品 ，大部分农
［5 － 6］
村地区内部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同时并存 ， 部
［7］（ p22）
分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状况甚至差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 。
这说明如果不改变自上而下决策体制，
仅依靠资源输入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最后一公里 ”难题。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背景

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 。
作为国家城乡统筹配套改革实验区的成都市在 2010 年推出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改革 ，
对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项目制进行创新 。成都市政府从改革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资源输入方式着手，通
过村级自治组织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 ，建立了一套与资源自上而下输入匹配的自下而上决策体制 ，有
效解决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 ”难题。 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创新的重大实践意义。 如
［8］
邓凯、吴平认为成都试验区作为领头羊率先在融资渠道和民主机制建设中取得了突破 。 王健、徐睿认
为通过政府制度化的专项资金投入不仅撬动起更多的社会资金改善村庄的民生 ，而且在资金的使用过
［9］

程中强化了民主学习，产生民生与自治互促的效果。 但既有研究偏重从民主制度建设的成效总结成
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创新实践价值 ，忽略了民主制度建设是成都试图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制度
创新的一部分。本研究认为成都市创新公共品供给制度，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为一直以来的农村
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化解提供理论模式及其实践路径 ，才是成都公共品供给创新实践的内核和借鉴价值 。
本文基于对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的调查 ，勾勒出成都市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实践 ，揭
示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路径与机制，从而总结出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理论意
义，为全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践提供借鉴 。本文的立论来源于笔者 2012 年 11 月在成都市为期一个月
的调查，通过半结构式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获得的大量资料和案例 。

二、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
成都市于 2003 年在全国率先拉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序幕。2007
6
年 月成都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 年 11 月，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 （ 试行 ） 》。 成都市城乡统筹以构
建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为关键 ，以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一方面针对公共品供给的城乡双轨制所带来的财政资源不对等 ，成都市建立了公共品供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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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项资金体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针对项目制公共品供给以专业性政府职能部
门为主导的“条条”分割管理制度，成都市以村庄为本位向农村直接输入资源，制定了以政府综合性行
［10］
政部门为主导的“块块”集中管理制度。
（ 一） 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村级专项资金体系 ，建立稳定的财政资源供给制度

成都市要求各级政府将村级公共品供给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最低
经费标准，并制定了一条刚性政策确保资金对农村倾斜 ： 以 2008 年为基数，各级政府每年新增的公共事
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 ，直至城乡公共服务基本达到均
等化。从 2008 年开始，市、县两级财政确保每村 （ 社区 ） 每年不低于 20 万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专项资
金。各区（ 市） 县财政应按配套要求，足额安排本级当年度的村级专项资金 。 若当年未按规定到位配套
资金的，市财政将通过财政结算直接扣减 ，以确保全市的村级专项资金足额到位 。
除了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以外，成都市还通过建立融资平台和制定优惠政策 ，放大财政投入资金。成
都市为此专门制订了《成都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融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确定以市城投公司作
为融资平台，各村（ 涉农社区） 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可以按专项资金标准最多放大 7 倍的额度向市城
投公司融资，用于村一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村（ 居 ） 民委员会向市城投公司申请项目建
设融资，并通过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该村 （ 社区 ） 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专项资金偿还投资本息。 投
资本金从投资第一年度起偿还，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8 年。村（ 社区） 按年利率 2% 承担资金利息，其余
部分利息由市、县两级财政补贴。
（ 二） 以村庄为本位输入资源，改革“条条”分割资源管理方式
在项目制度中财政资金通过 20 多个职能部门和单位逐级向下输入 ，水利、道路、电力、国土、扶贫等
各个部门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公共品供给及管理 ，从而导致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配合及衔接 ，出现了
公共工程重复修建、无法相互衔接等问题。 成都市出台《成都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村级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村公共资金来源于市县两级财政，从而整合财政资源以实现集中供给，改变项目
制度中各职能部门分散供给的局面 。
公共资金使用采取“块块”集中管理方式，具体由市 － 县乡 － 村三级政府部门分工负责。 成都市政
府为资金的使用提供一般性规定 ，制定了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核、融资、管理、监督等规章制度。 如规定
村级专项资金按村（ 社区） 实行专帐核算、资金的使用由村民 （ 代表 ） 大会或者议事会决定，不得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严禁平调、挤占、挪用或跨村（ 社区） 调剂使用，确保财政资源专款专用。 县、乡镇人民政府
是监管和服务主体，不干预资金的具体使用，乡镇政府负责项目建设牵头协调、指导服务，负责对上联系
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指导等服务 ，对下指导项目管理工作。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项目制度公共品供
给财政资金“条条”分割管理方式。

三、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路径及其机制
上文主要介绍了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 ，还需要进一步剖析创新实践的具体路径 、机
制及其取得的成效。根据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 ，本文认为其核心机制是通过管理体制
改革激活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效能 ，建立了公共品供给的自下而上决策体制 。
（ 一） 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路径与机制
成都市制度创新路径是在项目制度的框架下强化村级组织的作用 。 具体地，成都市政府通过改革
公共资金管理方式，在限制政府过度干预的同时，从两个层面激发村级自治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 。 其
一，财政资源持续、集中供给，为农村公共品提供了物质保障。财政资金直接输入到村庄，使得村级组织
和农民的集体决策具有了物质基础和实质性内容 。公共资源的持续性供给增加了农民的长远预期，农
民有积极性根据村庄公共品短缺程度 、建设困难度、需求结构等进行规划，逐步解决村庄公共品稀缺问
题。农民不会因为担心没有后续资金而产生“现在不建以后没有机会 ”的心态，或者现在不使用就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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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花白不花”的投机心态。其二，财政资金由上级政府按照村庄人口进行统一 、公开分配，强化了财
政转移支付的公共性和透明性，增强了财政资金与农民的关联性。 村民产生了“这是国家分配给村庄
的公共资金，属于每个村民所有”的观念。 之前是国家、政府事情的村庄公共事业，现在成为农民自己
的事情，从而将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与每个农民的利益关联起来 。公共资源分配的透明度和公共性
激发了农民监督公共资源使用的积极性 ，从而限制了资金使用中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垄断 ，也有效制止了
政府和村组干部权力寻租。相反，在项目制度中公共品项目和资金是村干部使用个人资金和人脉关系
［11］
“跑”回来的，
村干部认为项目是自己投入关系和资金申请来的 ，自己应该从项目资源使用中获得好
处并决定项目资金的使用，农民不清楚项目的申请情况和数量等信息 ，难以参与到资金的使用和监督中

去。如此，项目资金按照村干部的个人意志来使用 ，甚至村干部个人垄断了村庄项目资金 。
以村庄为单位将资源直接输入农村 ，村级自治组织是公共资金使用及建设实施主体 ，充分发挥村级
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是否会带来公
共资金管理非规范化问题，导致像农业税费时期那样的资源滥用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采取项
目制度就是为了规避基层组织的负面影响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规
避基层组织的权力滥用问题。在农业税费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采取“制度外 ”筹资筹劳方式，基层组织
在筹资过程中和直接使用资金时容易产生权力滥用 。 在后税费时期，项目制度采取“制度内 ”筹资方
式，基层组织不需要筹资筹劳，也无法直接使用公共资源，基层组织丧失权力滥用的空间。
村级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是农民利用村级组织资源 ，为公共资源的使用提供集体决策方案。
自下而上的决策体制主要包括需求表达机制 、集体协商机制和群众监督机制。
1． 需求表达机制
由于农村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条件、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数
亿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不尽相同 ，甚至同一个村庄的不同小组对同一种公共品需求不同 ，且有些公共
品具有季节性，还有些公共设施需要随时维护。庞大的农村人口分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 ，农民的农业
生产规模较小，所需公共品规模小、分散，如村庄小型堰塘河沟、机耕路等。 这使得村庄公共品具有细
小、分散和多样性特征，农民差异性的需求偏好难以转化为公共的或集体的公共品需求 。
村级组织作为一个规模较小的社区组织 ，由于村民与村级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低 ，且村级公共
品提供是与每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因此村民具有直接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信息基础与动
力。村级自治组织能够按照差异性偏好分配资源使之回应农民需求的方式 ，形成村民个人对公共品的
私人需求转化为集体需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 需求表达机制的建立使得农民的需求能够表
达，使得村级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相关 ，进一步推动农民需求与公共品供给的匹配 。
具体地，需求表达机制包括宣传动员、收集民意、梳理讨论、决议公示、上报项目等程序。首先，经过
村级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以后 ，农民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表达公共品需求 ，个人或者村级组织表达需求
偏好形成“自行推荐项目”，以及在政府规定的公共品目录中选择公共品项目。 其次，村级组织将收集
上来的议题进行讨论选择，包括所采取的建设方式，参与招标建设主体选择等，形成初步实施方案，由村
级组织选取村民代表投票选出本年需要实施的公共品项目 。最后，将讨论形成的决议进行公示，由农民
提出意见后最终确定需要供给的公共品类型 。 村 （ 居 ） 民委员会将项目申报文件上报乡镇政府汇总后
上报审核。
2． 集体协商机制
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品供给集体决策常常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涉及到
农民之间的成本分担、利益分配等，牵扯到需求方、供给方、施工方等各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关系协调的利
益，而且项目携带巨大利益会引起一些群体的争夺 。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占地、砍树、拆建筑物以及利
益争夺等都有可能引发矛盾纠纷 ，这些矛盾纠纷涉及的利益较小、种类繁多。 第二，小农经济具有剩余
少、分散的特征，向农民汲取资源供给公共品的交易成本过高。 尤其是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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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钉子户以不缴纳资金抵制集体决策 ，导致更多的农民效仿和不合作，最终公共品供给所需要的资金
［12］
［13］（ p2）
无法筹集，从而出现“少数决策多数”的困局 和“反公地悲剧”。
村庄一般千人左右，方圆几公里，村民常常在一起生活、生产、休闲和礼尚往来，是一个熟人社会，他
们有自身的民主经验来决定公共品需求 。村民和基层干部之间有各种人情关系，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情
况很了解，也谙熟村庄规范，能够低成本而有效地解决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矛盾纠纷 。 如此，只有通过
社区内部的集体协商和相互妥协 ，协调公共品供给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 ，才能将差异化的个体利益整合
为公共利益。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成都市地方政府供给较多财政资金且提供稳定的资源保障 ，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 ，化解了村级自治组织因资金凑集难导致的公共品供给困境 。
当集体协商决策的内容不是向农民收取资源 ，而是向农民分配资源时，集体协商就变成了分配权利的民
主。不从农民中收取资金，那么个别、少数群众就不能以不缴纳资金抵制集体决策的实施 ，这就解决了
公共品供给中“搭便车”问题和少数人反对的问题，“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民主决策能够达成。
3． 群众监督机制
在项目制度中，由验收单位和审计单位实施专业化 、精细化监督。因为公共品供给质量与监督单位
的利益关联不大，很容易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合谋现象 。如审计单位在审计工作中简化甚至省略必
要的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成本，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 监督单位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与施工单位
［14］
串通一气，允许其造假甚至帮助其造假等。 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专业化的监督单位使用统一的标准
进行验收和审计，但是农村公共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难以纳入到统一的规范中去 ，监督工作只能形式
化。监督单位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也无法发现项目规划与具体实施环境不相符的情况 ，使得大量与农村
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项目规划难以及时改正 。因此项目制度实施过程中，主观上出现监督单位损人利
己行为或者与施工单位的合谋情况 ，客观上因为农村公共品的复杂性，具有普遍主义的监督规范体系流
于形式。
农民和基层组织对项目整个实施过程都很清楚 ，对制度实施的具体环境也很了解，并且能够亲自参
与到项目工程的每个环节中，具有监督优势。另外，项目工程的质量与农民的利益相关度最高，农民有
参与社会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基层组织来说，不管是出于人情还是出于工作责任的考虑 ，基层组织都需
要监督工程质量，如果工程质量较差，农民对基层组织不满，不利于基层组织以后工作的开展。 且因工
程质量产生的矛盾纠纷和给农民生活带来的不便也需要基层组织解决 。 因此，基层组织有非常强的监
督意愿。基层组织给农民提供了监督渠道 ，群众监督将公共品供给质量与农民利益关联起来 ，解决了监
督的道德风险和合谋问题。并且农民对自身的需求和公共工程建设的环境较为熟悉 ，有利于随时调整
公共品的设计和规划以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
农民具体的监督制度方式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管理采取公示制和报账制 ，村委会将资金明细
支出在村内张榜公示，接受村民监督； 公示无异议后办理县级报账，由县级财政部门将资金直接拨付到
指定账户，接受政府监管。二是回避制度，与乡村组干部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参与项目招投标，在工程
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乡村组干部为利害关系人说情 、拉关系，将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将给予处分。
三是由农民群众对服务水平和公共品供给质量和效果进行评议 ，提出建议和批评，由村级组织对不符合
农民需求和意见的项目进行整改 。
（ 二） 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成效
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如图 1 所示。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核心是通过创新资
源管理制度，充分利用村社平台进行公共品供给试验 ，改革了一直以来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
通过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农民能够充分表达公共品需求偏好，利用村级组织进行集体协商和群众监督，
发挥农民群众在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性作用 。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现象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特征有关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农民
分散、特殊的公共品需求无法进行技术处理和规范化 ，国家无法获得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偏好 、配给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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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目标、优先对象等信息，也无法使用一套标准化的甄别机制来分辨农民的需求程度 。 换言之，国家
直接深入到村庄内部统一提供公共品 ，满足数亿农民的公共品需求这件“小事 ”的成本极高。 这样就使
得国家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决策在村庄层面难以与农民细小 、分散、多样化的需求对接起来。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关键问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满足农民差异化需求。

图1

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内在机制

从成都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来看 ，成都市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供给农村中细小的 、不易被发现
的、需要持续维护的公共品。从而将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决策机制有效对接起来 ，自上而下的、自外而
内的财政资源转化为村级自治组织的服务和管理能力 ，满足了项目制度无法供给的细小、分散的公共品
需求。虽然成都市供给的公共品主要是治安、调解、卫生、文艺、组级基础设施、农民代办事务等这些
“小事”，但是正是这些“小事”体现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市实现了自上而下
的财政资源输入在村庄层面的有效对接 ，化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村级组织在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与自下而上的需求对接中不可缺少的作
用， 但是没有提出强化村级组织自下而上决策机制的可行性路径 。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探
［15］

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在实践层面解决了这一难题。同时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表明 ，增加国家对农
村社会的财政投入并不会自动激活农村内部的组织力量 ，也不会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村级自治组
织的效能。改革和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方向和渠道应该是设计一种强化和充分利用村级组织能
力的资源管理方式，充分利用村级组织资源，发挥农民群众在公共品供给中需求表达 、监督、集体协商的
作用，将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的决策结合起来 ，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

四、结论
农村公共品供给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资源从哪些来，二是如何使用资源。在税费改革之前的
“制度外供给”模式下，由原本就不多的农业生产剩余支付公共品供给成本，造成了农民负担沉重。 后
税费时期，国家财政实力增强以后，农村公共品供给被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 ，减轻了农民负担，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二个问题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 。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这与公共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 ，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 ”难
题。自农业税费取消以来，国家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事一议 ”制度试图通过财政奖补
的资源输入方式激发村级组织与农民的积极性 ，将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决策结合起来 。
但是由于后税费时期村级组织能力弱化 ，难以解决资金筹集中的搭便车问题，“一事一议 ”制度因为筹
资问题无法解决而难以形成集体决策 。 随后，国家加大资源输入力度，解决了“一事一议 ”制度配套资
金筹集的难题。但是国家将制度外筹资功能从“一事一议”的制度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级组
［16］
织的需求表达功能以及项目执行 、管理、监督等决策职能。 项目制度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
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提供决策和监督以保障项目绩效。“最后一公里 ”难题不是工程问题，依靠增加投
资、优化技术指标或者强化项目管理都难以解决 ，而与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特殊性紧密相关 。国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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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为全国数亿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必然产生“最后一公里 ”难题。 当前
随着国家开启“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战略，国家逐步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这一难题越发凸显，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成都市通过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 ，建立了稳定的财政资源供给制度，解决了农村公共资源“从
哪里来”的问题。成都公共品供给制度改革创新实践的内核在于建立了有效的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 。
成都市改革项目制度“条条”分割资源管理方式，以村庄为本位输入资源，充分发挥二十多年的村民自
治实践成果，确立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改变了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 。自下而
上决策体制有效满足了农民的公共品需求 ，化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 ”难题。 成都市公共品
供给制度改革创新实践表明，只有通过村级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体制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公共品
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成都市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实践，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全国农村
公共品供给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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