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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家庭农场是助推中国农业走出野小农困境冶的关键袁是我国未来农业生产经营
的主要形式遥它既保留了传统农户家庭经营的合理内核袁又继承了家庭承包经营产权激励的
优点袁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袁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袁契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袁引领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生力量遥然而袁由于受到城乡比较利益的驱动袁人力尧智力和资本等
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向城市遥 掌握一技之长的农民尧青壮年劳动力尧从农村走出来的
大学生等都倾向于留在城市工作袁使得留守农村的大都是老年人尧妇女和儿童袁且文化素质
和专业技能较低袁人才紧缺已经成为限制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瓶颈遥针对城乡人才配置结构
性失衡问题袁通过鼓励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袁投身现代农业建设袁不仅能够有效解
决发展家庭农场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求袁而且还有利于缓解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袁实现农村
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合理平衡袁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遥与此同时袁政府部
门也意识到高素质人才返乡投资创建家庭农场的重要性袁制定了诸多扶持政策袁以促进大中
专毕业生投资创建家庭农场袁 但是目前鼓励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政策存在着体系不
健全尧概念不明确尧执行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袁阻碍了大学生的积极性遥在分析农村大学生返
乡创建家庭农场的必要性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袁 运用 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
创建家庭农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遥研究发现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与对农
业的兴趣程度尧农田基础设施状况尧对经营农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评价尧家庭农业收入占
总收入的比重这四项指标显著相关袁与农村大学生家乡所在省市的区位尧城镇化率尧学历状
态尧学校类别尧对野家庭农场冶这一概念是否熟悉等指标不相关遥 最后袁根据实证研究结论袁从
政策宣传尧基础设施建设尧融资渠道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袁以鼓励更
多的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袁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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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时代背景

目前袁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袁土地被分割
细化袁分散经营的边际效益已接近于分散经营的边际成本[1]袁致使中国农业陷入野内卷化冶困境[2]袁
农村经济陷入野温饱陷阱冶[3]遥 因此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野谁来种地袁如何种地冶问题日
趋严峻遥 野家庭农场冶是起源于欧美的野舶来词冶袁当今世界袁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袁尽管各国的
国情不同袁普遍采取的都是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遥 实践已经证明袁农业生产所具有的时间
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的特点袁已使得家庭农场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农业生产中最可
靠尧最有效率的生产经营方式[4]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
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曳渊中发也2013页1号冤首次提出了野家庭农场冶的概念袁中央将家庭农场写
入国家促农发展的最高文件袁不仅表明了它已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生命力[5]袁而且也表明
现阶段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袁条件初步具备[6]遥 家庭农场既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
的内核袁又坚持了家庭经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 [7]袁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袁符合我
国农业生产特点袁契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袁从而成为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有生力量遥 发展家庭农场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尧促进科技推广运用尧帮助农民获得现代
意识尧规模经济尧社会化服务体系尧基础设施建设尧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有益处[8]遥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袁受到城乡比较利益的驱动袁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遥 根据统计资料
显示袁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万人袁占农村总人口的 49.69%遥 大量有文化尧有技能的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袁农民老龄化尧农业兼业化尧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遥 家庭农场在
土地经营规模尧资金投入尧机械化程度等方面较传统小农而言都有很大提高袁这也对家庭农场
经营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相应的高要求遥 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袁
因而急需野新人冶遥 舒尔茨在叶改造传统农业曳一书中指出袁新的生产要素的进入和替代是传统
农业转变成为现代农业所必不可少的袁二者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是人力资源遥 因此袁家庭农场
野破局冶的关键是人才遥 然而袁据农业部统计袁在我国现存的农村劳动力中袁小学以下文化程度
最多袁高达 36.7%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13%曰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 5%遥 较
低的文化水平和较少的专业培训使得家庭农场主在种植技术尧营销尧市场信息把控和风险控
制上处于劣势遥 可见袁农民素质相对偏低已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一大瓶颈[9]遥 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袁农村将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尧政策支持袁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将会加快[10]遥 因此袁让
大学生去农村经营家庭农场是缓解当前农村高素质人才短缺的一条出路[11]遥故而袁本文希望基
于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袁通过构建包括微观的个人特征尧中观的家庭特
征以及宏观的区域特征在内的变量体系袁 运用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
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因素袁据此袁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遥 这有利于吸引农村大学生返乡
创建家庭农场袁加速智力尧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城市向农村野回流冶袁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袁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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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政策依据

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袁 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从 1998年的 108.40
万人增加到 2016年的 748.60万人袁年均增长率 11.33%遥 随之袁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也逐年
增高袁从 1998年的 83.0万人增加到 704.2万人袁年均增长率 12.61%遥 大学生就业市场产生逆
转袁总体上呈现供大于求的野买方市场冶局面袁在城市形成了人才野挤压冶尧野饱和冶的局面遥与之相
反袁由于城市相较农村拥有更优越的区位尧社会经济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袁即使大学毕业生在
城市面临着较高的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袁 也不会轻易再做出返回农村定居工作生活的决策袁
使得农村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袁基层新型农业人才青黄不接袁农村人才匮乏袁形成人才野洼地冶遥
因此袁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政府部门已经
意识到鼓励和引导大学生返乡对于实现农村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合理平衡的重要性袁开始把
大学生作为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群体之一袁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为
其提供诸多政策扶持优惠袁希望能够鼓励大学生群体扎根基层袁创实业尧创好业[12]遥 2013年中
央一号文件在首次提出野家庭农场冶概念的同时袁也指出野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冶尧
野制定专门计划袁对符合条件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尧退役军人尧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给予补助
和贷款支持冶袁随之袁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袁国务院尧国务院办公厅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
农业部尧财政部等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袁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大学生等主体返乡投身现代
农业尧创建家庭农场等遥

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袁截止目前政府出台文件涉及的返乡主
体包括农民工尧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群体袁然而与农民工尧退役士兵不同袁大学生作为经过高
等院校培养的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袁如果能够吸引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返乡创建
家庭农场袁不仅能够从整体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素质袁而且有利于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
运营效果的提高遥根据大学生的来源不同袁可以将其分为城市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遥相对城市
大学生而言袁本文认为鼓励和引导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更具现实可行性袁具体原因
包括院第一袁农村大学生人数众多遥 据测算袁农村高中生升学人数从 1999年的 104.64万人上升
到 2014年的 384.92万人袁15年间袁农村高中毕业生累计升学人数达 4933.30万人袁农村大学
生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主要力量之一[13]遥因此袁庞大的农村大学生基数为返乡创建家
庭农场提供了坚实的后备力量遥 第二袁农村大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群体袁兼有城市和农村双重身
份印迹袁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所决定的[14]遥 他们出生农村袁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
情袁并且了解农村社会运行规则和农业生产过程袁人际交往更多袁适应能力更强曰第三袁农村大
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袁熟悉和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尧市场动态和经营管理方式袁从而使他们对
于家庭农场的运营更加得心应手袁能够利用项目引导与政策扶持进入城市产业扩散与转移的
价值链条之中袁进一步推动农村相关生产要素的集聚袁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遥

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不仅可以解决高素质人才短缺问题袁推动家庭农场进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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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技术和市场驱动的层面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依靠规模种植降低成本的传统发展层面袁从而
促进家庭农场又好又快发展袁还有利于缓解农村大学生就业压力袁实现农村智力输出与智力
回流合理平衡袁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袁促进新农村建设遥 然而袁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政策
文件予以鼓励和支持袁表明政府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村大学生对于促进现代农业尧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模式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作用袁 从而把农村大学生列为返乡发展家庭农
场尧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主力群体袁并为其提供了诸多政策扶持优惠袁以期鼓励
大学生群体扎根基层袁创实业尧创好业袁以强大的辐射拉动力带动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
构调整袁实现城乡统筹曰但是由于不同类型创业主体的特点存在差异袁因而他们返乡创业面临
的问题互不相同袁相关扶持政策能否能执行到位并且发挥效力袁需要地方政府对农村大学生
返乡创业工作更加重视袁结合实际尧因地制宜的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尧切合实际的帮扶政策遥 目
前国家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政策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大学生这一特

殊的群体进行设计袁使得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申请诸如税收优惠尧用地补贴尧创业指
导等各种政策扶持时袁遇到了很多局限性袁阻碍了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积极性遥 因
此袁本文希望通过对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袁深入了解
农村大学生在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过程中的政策诉求袁从而使得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
加贴合农村大学生的现实需要遥

三尧文献回顾

渊一冤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相关因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遥 张艳芳[15]基于

349份有效问卷研究了社会关系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袁其研究发现袁资源可获取性认
知通过影响社会关系袁从而以间接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袁社会关系显著
影响大学生创业资源可获性认知袁社会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曰段彩丽等[16]认

为创业环境尧个人背景尧返乡创业自我效能感尧返乡创业态度尧返乡创业倾向是影响大学生返
乡创业的重要因素曰邵艺瑾等[17]从个人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了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袁主
要包括创业知识尧创业技能尧创业资金尧返乡创业政策尧返乡创业项目和返乡创业环境曰汪红梅
等[18]基于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79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袁从个体特征尧家庭特征尧创业环境
感知尧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 5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影响因素曰矫兴艳[19]以辽

西返乡创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个人背景尧创业态度尧创业压力尧外界环境
和政府政策五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曰向雷尧雷家啸[20]在获取清华大学 869名学生的有效
问卷数据之后袁实证研究发现清华大学学生的创业态度和创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袁而性别尧专
业尧创业活动经历尧父母职业尧成长地域等也会影响其创业意愿曰蔡颖尧李永杰[21]通过对 1773名
大学生的实证调研袁得出人力资本尧商业感知尧社会资本尧高校创业教育与服务对大学生创业
意愿显著相关曰卓庆卿尧陈文辉[22]通过对农林类院校大学生的调研发现袁内在因子如性别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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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袁外在因子如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以及亲朋好友的创业观念尧创业经历袁都会对大学生返
乡创业的意愿产生重要影响曰钟强尧刘月秀[23]通过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调查袁发现创业教
育尧大学生自我评价以及资金人脉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基层创业意愿遥

渊二冤普通农民创建家庭农场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普通农民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遥刘纯阳尧

吴小娟[24]认为袁雇工的难易程度对农户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袁为了应对农业生
产的季节性特点袁家庭农场需要大量短期季节性雇工袁因而雇工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到劳动力
的价格的稳定性以及生产成本的高低袁从而影响到农户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曰兰勇尧谢先雄尧易
朝辉等[25]认为袁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创建家庭农场意愿有显著正影响曰曾冠琦尧孙养学[26]认

为袁农户的文化程度和农户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显著相关袁即文化程度越高尧身体越健康的农
户袁在家庭农场的经营中的参与度越高袁越倾向于发展家庭农场曰陈颖尧陈艳如尧汤晓迪等[27]指

出袁男性农户想要创建家庭农场的比例多于女性袁男性农户更愿意创建家庭农场曰肖娥芳尧祁春
节[28]指出袁家庭承包地总面积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曰蔡颖萍尧周克[29]研究

发现袁家庭人口数则对农户选择发展家庭农场具有正向影响袁因为袁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基本
单位经营管理袁 则农场的劳动力是以家庭人口为主袁 因而更多的家庭人口可以减少雇工的需
求袁从而降低监督成本袁提高劳动生产率曰Heady[30]认为袁农场农产品的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不
稳定性会对农户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产生影响曰王杜春尧赵丹丹 [31]通过测算人口统计因素尧主
观限制因素和外界因素如何影响农户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袁得出土地规模尧资金因素和社会化
服务对其意愿的影响最强遥

渊三冤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袁理论界专门针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丰富袁大多围绕农村大学

生返乡创业存在的障碍和解决对策开展相关研究袁 仅有如下相关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大学生
返乡创业的相关因素遥 刘志侃尧唐萍萍[32]通过对陕西省 10所地方高校的 488份调查数据袁从农
村生源大学生自身创业特征尧所在院校创业教育水平尧家庭支持程度和家乡创业扶持政策四个
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村生源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相关因素曰于丽卫尧刘倩 [33]认为袁计划行为理论能
够很好地解释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创业意愿袁农村籍大学生自身态度尧媒体报道及周围人意见尧
回乡创业未来风险感知对其回乡创业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曰傅颖尧隋勇[34]通过对重庆农村大

学生进行实证调研袁发现相关政策优势尧农村环境改善尧中西部的野返乡就业潮冶是促使农村大
学生返乡创业的正向激励因素袁而农村大学生创业资金渠道狭窄尧创业经验不足尧农村配套服
务设施不完善尧社会舆论压力大则是阻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负面因素曰金益多[35]则从个人

因素尧学校因素尧政府因素尧家庭因素尧社会因素五个方面对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
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遥

渊四冤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袁关于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研究大部分以新闻报刊的形式对个案进行报道袁以

5



论著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遥 关于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袁仅
有陈艳华尧张连刚尧李谦 [36]基于昆明市 5所高校 360份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袁采用 Probit回归
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特征尧家庭背景尧创业素养尧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影
响遥 结果表明院性别尧父母职业尧父母支持尧家庭农场认知度尧风险承受能力尧创业氛围尧创业环
境等变量对大学生家庭农场创业意愿影响显著袁其中袁父母职业和学校氛围影响最为显著袁而
专业尧家庭所在地尧学生干部等变量对其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遥

综上所述袁理论界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尧普通农民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影
响因素尧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影响因素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袁然而袁对于大学生这一特殊
群体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这一创业类型的研究成果甚为匮乏曰同时袁相较城市大学生而言袁农村
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更具现实可能性袁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把城市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
进行区分袁专门针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遥 因此袁本文以农
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袁深入挖掘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影
响因素袁据此袁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袁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四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研究假设
1.农村大学生家乡社会经济情况对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有影响
Bergman和 Stemberg研究发现袁 地区因素与当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体的创业行为有

一定的影响 [37]曰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亦认为袁创业与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有紧密关系袁一般而
言袁平均创业意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大幅下降[38]遥 因此袁家乡所在城市的区位优
势越明显尧人均 GDP和城镇化水平越高袁那么袁农村大学生会越倾向于在城市内部寻找一份稳
定而又体面工作袁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会随之降低遥 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袁完善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家庭农场提高生产能力尧效益和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39]袁因此袁当地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越完善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遥 农村大学生家
乡所在村庄经济发展越好袁劳动力越容易雇佣且成本越低袁表明发展家庭农场的外部环境越
好袁那么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也会随之提高遥 同时袁农村大学生家乡所在村
庄距县渊区冤中心越近袁对外交通越便利袁信息获取尧交通运输等优势越明显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
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也就越高遥

2.农村大学生的家庭情况对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有影响
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相对丰富袁家庭农场经营意愿更为强烈 [25]袁同时袁家庭经济收

入高的农户一般更具有创建家庭农场的财力[40]袁因此袁家庭年收入越高尧担任村干部的人数越
多袁能够为农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初始资金和人脉关系资源袁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
越强遥 由于家庭农场是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袁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袁因此袁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尧农业收入的占比越高袁不仅越符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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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的基本特征袁而且需要雇佣的人数越少袁监督成本越低袁农业对家庭的重要性越高遥 故
而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会越强烈遥 同时袁家庭农场作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主
体袁其对于农业机械化的需求极其强烈[41]袁然而袁农业机械成本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42]袁购置
成本占家庭农场资本投入的比重往往较大袁 因此袁 农村大学生家庭已购置的农业机械台数越
多袁其越倾向于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

3.农村大学生个人特征对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有影响
一般认为袁受社会舆论影响袁男性农村大学生比女性农村大学生更倾向于返乡创建家庭农

场遥同时袁个体的综合能力高低与其愿意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意愿成正比[43]遥因此袁懂得会计记
账尧有过兼职经历尧有过创业经历尧会操作农业机械尧经营管理水平高以及农业种植技能高的农
村大学生袁由于其技术尧能力和经验方面更具有优势袁他们返乡创业会更有信心袁抗压能力会更
强袁会更加倾向于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 同时袁农户对农业的兴趣越大袁越喜欢从事农业活动袁一
般就越愿意创建家庭农场[44]遥所以袁农村大学生对农业的感兴趣程度与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
愿正相关遥另外袁通过刻苦努力学习考入质量高的高等院校尧提高学历层次袁这都是农村大学生
为融入城市社会而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袁因而农村大学生毕业院校越好尧学历越高袁他们更渴
望找到好的工作袁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袁从而逐渐融入城市社会[45]遥2016年 12月 28日袁中国人
民大学首次发布的叶2016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曳亦指出袁中国学生学历越高袁创业意向越低袁非
重点高校大学生有着更强烈的创业意愿袁因此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与学历的
高低尧毕业院校的质量呈负相关遥

4.农村大学生对家庭农场的认知与相关政策的评价对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有影响
家庭农场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袁 其对农业面临的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双重风

险尤为敏感遥 因此袁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于刚毕业走出校园且积蓄不足的
农村大学生而言是难以承受的遥 故而袁农村大学生对经营农业所面临的风险评估越高袁则创业
成功的信心越小袁越不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同时袁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袁农户发展家庭农场的
意愿越强[46]袁因此袁农村大学生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鼓励政策越清楚尧对现行政策支持力
度的评价越正向袁则农村大学生越倾向于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 最后袁对于通过高考跳出野农门冶
的农村大学生而言袁家庭农场尚属于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概念袁所以袁农村大学生对家庭农场
的概念内涵与阶段特征越熟悉袁他们才越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

渊二冤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袁 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受宏观的家乡所隶属城市以及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社会经济情况尧中观的农村大学生家庭背景尧微观的农村大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对
家庭农场及相关政策的认知与评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遥 同时袁 结合国内外已有文献回顾中对
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尧 普通农民创建家庭农场意愿以及大学生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的
梳理袁本文筛选出 25项指标构建起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渊见
后表 1冤袁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袁第一袁为更好地体现农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且减少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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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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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1耀A6各项指标的赋值方式为院农业种植技能 A1渊很好=5袁较好=4袁一般=3袁较差=2袁很差=1冤袁经营管理水平

A2渊很好=5袁较好=4袁一般=3袁较差=2袁很差=1冤袁操作农业机械 A3渊会=1袁不会=0冤袁会计记账 A4渊懂得=1袁不

懂=0冤袁兼职经历 A5渊有=1袁没有=0冤袁创业经历 A6渊有=1袁没有=0冤

B1尧B2各项指标的赋值方式为院自然风险 B1渊很高=5袁较高=4袁一般=3袁较低=2袁很低=1冤袁市场风险 B2渊很高=

5袁较高=4袁一般=3袁较低=2袁很低=1冤

指标的数量袁本文将农业种植技能渊A1冤尧经营管理水平(A2)尧是否会操作农业机械(A3)尧是否懂得
会计记账(A4)尧是否有过兼职经历(A5)尧是否有过创业经历(A6)这六个指标综合转化成一个指标袁
即综合素质和能力 X20袁具体而言袁X20越

6

i=1
移茁i *Ai 袁其中袁 茁i 为权重遥 第二袁将农村大学生对经营

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渊B1冤和市场风险渊B2冤的评价综合为一项指标袁即对经营农业所面临的风
险评价 X24袁具体而言袁X24= B1 +B22 遥

渊三冤模型选择
在问卷调查中袁针对每一位受访农村大学生咨询了如下问题袁即野是否愿意毕业后返回农

村投资农业尧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成为一名家庭农场主钥 冶我们为其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袁变量
为 1时袁表示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袁变量为 0时袁表示不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在计量经济
学中袁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模型称为二元选择模型袁其中袁二元 Logistic模型是二元选择模型的
典型代表[47]遥 Logistic回归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一组数据拟合一个 Logistic回归模型袁然后
借助这个模型揭示总体中若干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取某个值的概率之间的关系遥 同时袁
Logistic回归模型适于分析因变量为分类型变量的问题袁且对因变量分布没有要求袁也不要求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袁因此袁本文选择建立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遥

假设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因素分别为 x1,x2, 噎噎xi袁 琢袁茁1袁茁2噎噎茁m为模

型的参数袁令 x=渊x1,x2,噎噎xi冤袁茁=渊茁1袁茁2噎噎茁i冤袁则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院
P= exp渊琢+茁x冤1+exp渊琢+茁x冤 渊式 1冤
对式(1)的概率取 logit变换袁则可进一步变换为院
ln Pi1-Pi蓸 蔀=琢+茁1x1+茁2x2+茁3x3+噎噎+茁ixi+着 渊式 2冤
渊四冤数据来源
2017年 7月袁在问卷初步设计的基础上袁在四川 D大学开展了预调研袁根据预调研反馈的

问题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袁然后再将最终调查问卷导入野问卷星冶袁在 2017年 8月至 11月
期间袁借助微信尧QQ等社交媒介发布问卷袁共收集到 464份有效调查问卷曰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2遥 通过 SPSS的因子分析对问卷进行了效度检验袁KMO值为 0.698袁说明测量内容与研究目标
吻合度良好袁调研问卷可信遥 受访农村大学生来自包括东部尧中部和西部在内的 19个省渊自治
区尧直辖市冤袁学历层次覆盖专科尧本科尧研究生三个学历层次以及文尧理尧工尧管尧法尧农等多种学
科领域袁从调查问卷中可以提取观测值包括 X4要X25遥 除此之外袁本文还通过查阅叶中国城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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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调研结果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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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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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渊2016冤曳尧各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的统计年鉴渊2016冤尧政府工作报告等途径袁获取了农村
大学生家乡隶属城市的城镇化率渊X2冤和人均 GDP渊X3冤这两个变量的数值遥 考虑到数据可获取
性袁本文的农村大学生家乡所在地社会经济数据设定为地级市一级袁城镇化率取值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遥 关于农村大学生家乡所在省渊自治区尧直辖市冤的区位渊X1冤的划分方法袁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对于野经济地带是如何划分的冶这一问题的回答遥

从农村大学生家乡社会经济情况来看袁第一袁受访的农村大学生大部分来自中部地区袁占
总人数的 65.40%袁 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最高袁
占比为 33.70%袁与之相对应袁来自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最低袁占比为
21.6%遥第二袁有 58.80%的农村大学生认为家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渊产前尧产中尧产后冤发展水平
一般袁而且这部分农村大学生中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人数只占其总人数的 20.50%袁占比
最低袁对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评价为很满意的农村大学生人数最少袁仅占 3%袁但是这
部分农村大学生中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样本人数占比高达 61.50%袁 占比最高遥 第三袁有
47.80%的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经济发展情况的评价为一般袁 只有 3.20%的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经
济发展情况的评价为很好袁有 8%的农村大学生对家乡经济发展情况的评价为野很差冶袁然而袁
这部分农村大学生中却有 35.10%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袁占比最高曰第四袁是否容易雇佣劳动
力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影响较小袁虽然有 39%的农村大学生认为在村庄内
部和附近范围雇佣劳动力的难易程度为一般袁但是在不同评价等级的农村大学生中袁愿意返
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样本人数占比大致都在 25%左右袁差别不大曰第五袁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袁大
部分农村大学生认为劳动力成本在一般水平袁占总人数的比例为 52.4%袁只有 2.4%的农村大
学生认为劳动力成本很低遥 令人奇怪的是袁更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是那些认为劳动力成本
很高的农村大学生袁占比高达 53.3%曰第六袁农村大学生所在村庄距县渊市尧区冤中心的距离在
5Km以内的人数最多袁其中袁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人数占比为 33.30%袁占比最高曰第七袁对
家乡村庄对外交通持野较差冶尧野很差冶不满意态度的农村大学生人数占比共为 13.4%袁但是这两
部分人群中愿意返乡创办家庭农场的人数比例分别是 28.6%和 38.5%袁 占比位列前两位曰第
八袁大部分农村大学生认为家乡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水平一般袁对基础设施持正向评价的学
生中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人数大致在 26%左右袁而认为村庄基础设施水平很差的农村大
学生中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人数占比达到 50%袁占比最高遥

从农村大学生家庭情况来看袁 有 48.3%的农村大学生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
10%以内袁剩余的学生数量在其他几个等级均匀分布袁大致在 5%左右曰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总收
入的比重越高袁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样本人数占比越大袁其中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最高
的是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 50%要60%范围内的农村大学生群体袁占比为 50.00%遥

从农村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因素来看袁第一袁从性别来看袁男性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
场的比例高于女性农村大学生袁分别是 30.2%和 22.3%曰第二袁从学历层次来看袁本科尧硕士尧博
士的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差别不大袁均在 25%左右袁专科学生的创业意愿最强袁愿意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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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家庭农场的样本人群占比为 33.3%遥 第三袁从学校类别来看袁三本院校的学生返乡创建家
庭农场的比例最高袁一本学院排名第二袁占比分别为 27.1%和 26.3%曰第三袁大部分农村大学生
都对农业的兴趣程度一般袁并且随着对农业兴趣程度的下降袁农村大学生的返乡创建家庭农
场的比例也随之减小袁对农业最感兴趣的农村大学生只有 5.4%袁但是其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
场的比例最高袁达到 68%袁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比例最低的是对农业不感兴趣的农村大学生袁占
比只有 8.8%遥

从农场大学生对家庭农场相关政策的认知评价来看袁第一袁54.9%的农村大学生不熟悉家
庭农场的概念袁只有 2.4%的农村大学生对这一概念很熟悉袁然而袁熟悉家庭农场概念的农村大
学生愿意返乡的样本人群占比高达 54.5%袁占比位列第一袁而随着对家庭农场这一概念的熟悉
程度的逐渐下降袁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人数比例也随之减小遥 第二袁有 69.6%的受访者不知
晓国家和地方鼓励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相关政策袁而知晓相关政策的农村大学生的返乡
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要高于不知晓政策的农村大学生群体袁占比分别为 30.5%和 23.2%曰第三袁
对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的评价袁47.9%的农村大学生认为一般袁5.6%的农村大学生认为
支持力度很大袁但是这部分农村大学生愿意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最高袁占比为 42.3%袁与
之相对应袁 认为国家农业财政支持力度很小的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比例最低袁占
比只有 16.7%遥

渊五冤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首先袁 运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 A1~A6进行因子分析显示 渊见表 3冤袁 在 KMO 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中袁KMO值为 0.697袁Sig取值为 0.000袁标志拒绝原假设袁各个变量之间
不是独立的袁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然后袁通过将载荷数与主成分的特征根的开方相除得到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
数袁 最后得到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袁 即由此得到综合素质和能力 X20与 A1耀A6之间的关系式

为院X20=0.150*A1+0.266*A2+0.345*A3+0.472*A4+0.845*A5+1.311*A6袁 即本文每位农村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 X20袁均是根据上式计算得到的一个综合性数值遥

最后袁使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 464份样本数据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袁采用逐步向后回
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得到的运行结果渊见表 3冤遥

表 3 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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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效果看 袁-2Loglikelihood 值为 358.583袁Cox&SnellR2 值为 0.245袁而
NagelkerkeR2为 0.360袁预测有效度为 80.0%袁拟合效果良好遥 最终袁对农业的兴趣程度 X21袁通
过了水平为 0.01的显著性检验袁经营农业所面临的风险评价 X24袁通过了水平为 0.05的显著性
检验袁 所在村庄的农田基础设施状况 X10和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X14这两项指标袁通
过了水平为 0.1的显著性检验遥 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遥

第一袁农村大学生对农业的兴趣程度与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呈正相关遥 这意味着
对农业越感兴趣的农村大学生越倾向于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袁且对农业的兴趣程度这一指标对

表 4 二元 Logistic模型运行结果

注:*尧**尧***分别表示在 10%尧5%尧1%的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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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的影响程度最高袁 对农业感兴趣程度每提高一个梯度袁农
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会提升 88.80%遥这主要是对于已经通过高考野独木桥冶成为
野天之骄子冶的农村大学生而言袁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袁返乡投资创建家庭农
场进而投身于农业生产袁不仅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件野苦差事冶袁而且在外人看来亦是一项野不体
面冶的职业选择袁同时还冒着很大的投资风险和人生职业选择风险袁因此袁发自内心对农业的
兴趣与热爱才是促使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根本性原因遥 另外袁对农业感兴趣程度
越高的农村大学生袁 会更加关注各级政府鼓励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方面的政策文件袁进
而将政策利好与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袁合理评估自己返乡创建家庭农
场的可行性袁使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决策更加理性尧成功率更高遥

第二袁 农村大学生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呈正相
关遥这意味着农村大学生家庭农业收入的占比越高袁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会越高遥这是
由于农业收入占农村大学生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袁家庭与农业的关系越紧密袁农村大学生家
庭就越依赖土地进行生产和生活袁对农业种植的兴趣就越大袁就越有利于创建家庭农场[44]遥 同
时袁一般而言袁家庭农业收入占比重越大袁意味着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农业相关的越多袁农
业劳动人口比重也相对较大袁因此袁这类家庭出身的农村大学生从小就对农业种植耳濡目染袁
且亲自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的机会和概率也越高袁这对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无疑是一项农业经
验知识储备遥

第三袁 农村大学生对经营农业所面临的风险评估与其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呈负
相关遥 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与经营家庭农场所面临的干旱尧洪涝等自然风险以及市场供求失
衡尧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风险袁这会给家庭农场带来巨额的经济损
失袁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袁这无疑会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大学生在相对风险较低尧收益稳定的
城市非农行业就业和返乡创建家庭农场之间的抉择遥 因此袁从野经济人冶的角度来看袁农村
大学生对经营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预估越高袁 其越不愿意冒险返乡创建家庭
农场遥

第四袁 家乡村集体的农田基础设施状况与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意愿呈正相
关遥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不仅需要规模成片集中且期限稳定的土地袁
而且农田基础设施配套完备齐全也是家庭农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提遥 与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下一家一户以小农分散经营相匹配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无法满足家庭农场土地规模

化经营的需要袁然而袁在家庭农场集中起来的成片规模化土地上修建农田水利尧田间道路等基
础设施需要投入的资金是巨额的袁如果这笔巨额支出由农村大学生承担袁不仅给其增加了巨
大的经济负担袁而且大大地延长了投资回收期遥 同时袁农田基础设施的好坏从侧面反映了当地
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袁在外界限制因素中袁较多农户认为
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是发展家庭农场的主要限制因素[31]遥 因此袁农田基础设施状况越
好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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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对策建议

渊一冤拓宽筹资渠道与创新保险类型相并举袁降低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风险
创建家庭农场需要大笔资金来支付土地流转成本袁同时家庭农场的土地整理尧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尧农业机械设备购置尧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采购尧日常管理运营尧劳动力雇佣等也需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48]遥就银行贷款而言袁大部分金融机构都不愿意贷款给如家庭农场这种规模
小尧风险大尧还贷能力弱的初创企业袁更何况袁农村大学生既缺乏贷款抵押物袁又缺少人脉关系
资源遥 因此袁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是他们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重
要资金来源袁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目前没有出台专门的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政策袁使得农村大
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能否获得财政资金支持以及财政支持的力度有多大等都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遥 因此袁为解决农村大学生由于农场筹集资金困难尧对经营农业所面临的风险预估过高
而导致的不愿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问题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院

第一袁在家庭农场主信息库中把返乡农村大学生单独标记袁由农业政府部门或相应机构重
点培养袁对于由农村大学生创建且经营状况较好的家庭农场袁优先认定为示范性家庭农场袁提
供财政资金予以扶持遥 制定实施专门针对农村大学生的贷款扶持政策袁对其提供利率优惠尧优
先放款等措施遥

第二袁根据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推广建议以及国务
院叶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曳袁扩大家庭
农场中金融抵押物的范围袁农村大学生可以将家庭农场中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尧大型农机具尧农
场品订单等动产和不动产纳入抵押范围袁最大限度上盘活大学生创业者手中的资源和资产遥

第三袁建立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信用评价机制袁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对利润稳
定尧发展前景较好的农村大学生创建的家庭农场进行投资袁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农村大
学生提供资金担保和技术指导遥

第四袁政府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袁为家庭农场构建风险保障机制 [49]袁开发出针对大学生创
建家庭农场需求的信贷和保险产品遥 如农产品安全保险袁价格指数保险尧贷款安全险等产品袁
推广野贷款+保险冶的融资模式袁开展野银保财互动冶试点等[50]袁既有效解决解决家庭农场的融资
难题袁又降低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遥

渊二冤多渠道解决家庭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袁降低农村大学生的投资压力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土地平整尧田间道路和农电水利建设尧农地土壤条件改善尧农业生态

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袁它既是农业发展的基石袁也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51]遥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共项目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袁因此袁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对家庭农场
建设基础设施的属性界定袁合理利用国家财政资金用于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袁建立家庭农场基
础设施建设责任落实机制袁具体包括确定建设主体尧建设费用承担方式以及基础设施权利归属遥

对于作为蓄水的大中型水库尧作为引水的大型干渠等袁这类基础设施项目能够提供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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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尧服务人数众多遥一般而言袁一个人的消费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使用袁且不会影响到
其他人消费使用的数量和质量曰因此袁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明显的纯公共物品特征袁况且这
类项目工程量大尧投资数额巨大袁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建设尧政府所有尧企业经营的思路[52]遥 对于
家庭农场范围内的毛渠渊沟冤尧水井尧生产路尧粮食烘干房尧晾晒场等袁由于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
面积往往有数十亩袁甚至数百亩袁在家庭农场经营期限内袁这类基础设施专门服务于家庭农场
的生产运营袁纯私人物品性质明显袁因而袁应该由家庭农场主作为主要的投资主体袁这类基础设
施的产权归家庭农场所有遥

同时袁建议将政府投资土地整理项目与家庭农场基础设施配套相结合遥 2016年 11月袁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发布叶关于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编报事宜的通知曳渊国农办也2016页49号冤袁
公布了 2017年及以后年度的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编报事宜袁文件明确指出支持家庭农场尧专业
大户尧涉农企业尧农民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申报承接建设高标准农田袁亩均财政
资金投入不超过 1500元袁若家庭农场申报承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袁自筹资金不得低于中
央财政资金的 20%袁而涉农企业申报则自筹资金不得低于中央财政资金的 40%遥 该项政策为
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与家庭农场基础设施配套相结合提供了政策依据遥

最后袁 政府部门应根据基础设施的种类和数量等情况拨付一定数量的资金到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袁家庭农场经营者为内部道路尧沟渠尧涵闸等农田基础设施后期维护实际发生的支出袁可
以从这笔资金中报销列支袁以保证相关基础设施的持续使用遥

渊三冤优化鼓励和支持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的政策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
目前袁目前政府部门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返乡创建家庭农场进行政策制

定设计袁政策内容还仅仅停留文字表述上的号召和鼓励层面袁没有制定出细化条款和细则袁这会
导致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在申请诸如税收优惠尧用地补贴尧创业指导等政策扶持时袁会
遇到了诸多的制约和障碍遥同时袁缺乏针对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补贴认定标准和家庭农场补贴信
息公示平台袁 使得社会经验不足又缺乏一定的人脉关系的农村大学生与财政部门之间存在严重
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袁政策执行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遥 因此袁为妥善解决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
农场政策供给不足和低效的问题袁这就需要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袁深入分析农村大学生返乡
创建家庭农场的政策现状尧政策诉求袁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方案设计遥 具体而言袁包括以下方面院

第一袁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尧减免部分学费等政策设计袁起到鼓励更多有技术尧懂管理的大学
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遥

第二袁通过提供贷款扶持尧贷款贴息尧土地流转补贴尧大型农机具补贴尧配套建设用地优先
解决尧农业技术培训指导等政策设计袁起到妥善解决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
段面临的实际问题遥

第三袁通过优先选拔为大学生村官以及考研尧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享受政策性加分等政策
设计袁起到消除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破产失败或者自愿退出时的后顾之忧遥

第四袁政府部门应组建政策宣讲团袁在大中专院校宣传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大学生返乡创建家
17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各项优惠政策袁通过开设有关农业创业类课程尧组织大学生到家庭
农场实地考察参观尧组建家庭农场创业协会等途径袁让农村大学生了解并熟悉家庭农场的内涵尧
优势尧创立条件等相关知识袁提高大学生对农业的兴趣程度袁激发他们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热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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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Home
to Establish Family Farm for Rural University Students

LIU Linghui,TANG Haijun, SU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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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31, China)
Abstract: Family farm is the key to help China's agriculture come out of the 野small farmer's dilemma冶

and the main 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a, which not only retains the
rational kernel of traditional farmer households management, but also inherits the advantages of incentives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management property rights. The family farm is a living force that adapts to China爷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ccor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爷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its with China爷s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leads China爷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driven by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ources such as human resources,
intelligence, and capital are constantly flowing into the cities. Skilled peasants, young and middle -aged
labor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emerging from rural areas all tend to work in cities and thus, the majority of
left-behind peasants are the elderly,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low cultur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erefore, the shortage of tal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rural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et up family farms and
devoting themselves to modern agriculture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thirst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but also help alleviat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realize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rural intellectual output and intellectual reflow,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elp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also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high-quality talents returning home to inve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farms and issue many supportiv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invest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starting family
farm. However, the current policy of encouraging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set up family
farms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a unsound system, unclear concepts,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which hinders the enthusiasm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policy
support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home to set up a family farm, this article uses the logistic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home to set up a family far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ural college students爷 willingness on returning to home to set up family farms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four indicators, i.e. the level of interest in agriculture, the status of farmland
infrastructure, the assessment of the market risks faced by operating agricul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farming income to total income. However, the willingness is not relevant to the indicators such as location,
urbanization rate, educational status, school category, and familiarity with the concept of 野family farm冶.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conclusion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publicit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inancing channels,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o encourage and attract more rural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home to set up family farms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family farm; willingness;
intelligence retur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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