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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现
状与路径选择研究 

摘要：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山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为调查对象，首先对山东省

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分析山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结合

山东省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较强的路径选择；最后对识别出的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体制障

碍和关键性问题，从提升农民工创业企业自身实力、优化创业服务环境、优化融资环境等三个层

面提出推进机制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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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晶

随 着“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提 出， 山 东 省 委、 省 政 府

2018 年 5 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 年）》

和专题工作方案，提出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新潮，增加农

村就业，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和乡村行业发展，鼓励当地

人员返乡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提出了一系列

政策补助等为，农民返乡创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

科技发展，城市生存压力加大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被家乡发展的机遇和潜力吸进，选择返乡创业，为家乡的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山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情况和创业特

点，笔者通过访谈、实地调研和发放调查问卷，对调研数

据的统计性描述分析。笔者从 2019 年 7 月—8 月共发放问

卷 180 份，有效问卷 165 份，有效率为 91.67%，其中返乡

创业农民工问卷 110 份，未返乡创业农民工问卷 55 份。了

解目前山东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现状，主要从返乡创

业农民工的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文化程度、创业行业、

创业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一）性别、年龄及婚姻情况

根据调研，在性别方面，返乡创业的男性明显高于女

性，男性占比 78%，女性 22%。在年龄方面，年龄集中于

30—40 岁 之 间， 占 比 41%，30% 以 下 占 比 16%，40—50

岁占比 14%。婚姻状态方面，90% 的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已

经结婚。

（二）受教育程度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65% 为九年义务教育。文化程度较高的工人愿意留在

城市进行误工发展。文化程度不高是限制农民工返乡创业

发展一个重要因素。

（三）创业行业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从事种植业

的占比 35%，养殖业占比 31%，占到创业人数的大多数。

剩余的大部分集中于服务业、批发零售、、制造业、农村

电商、建筑等，分别为分别为 13%、10%、5%、3%，2%，

相对这两个行业风险相对也较小。选择种植业和养殖业较

多原因是门槛较低，技术含量要求较低，投资成本和风险

较低。而在网上购物的兴起，电子商务平台也成为许多返

乡创业的选择之一，这些创业者往往受过较高的教育。总之，

返乡创业的行业主要为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相对门槛较低，

投入少，风险低。   

（四）创业形式

在创业形式方面，根据问卷调查，74% 的返乡创业人

会选择独资经营，初始投资金额较小，创业要求较少。还

会有部分人选择合伙创业，占比 11%，这种方式可以较好

的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并且可以

分担各种风险，创业者就可以不把全部的积蓄用于投资，

而仅投入一部分资金。总之，由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资

金限制、经验和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时，

创业形式较为单一，主要选择投入较少、风险较低的性的

创业形式。

（五）创业投资规模

在创业投资方面，山东的大部分农民工创业的投入

金额为 5 万以下，占比 47.7%，投资额为 5-10 万元占比

28.2%，10 万元以上的 24.1%。创业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是

大部分返乡创业者资金积累较少，且不愿意承担太大的风

险。

（六）创业资金来源

在创业资金来源方面，山东的大部分农民工创业的主

要来源为 72% 为自有存款，其次为向其亲友借钱，占比

15%，银行贷款也是来源之一，占比 7%，申请政府创业资

金补贴，占比 3.5%，其他资金来源占 2.5%。大部分的创业

者不愿意采用负债融资的方式进行创业，又受到自身原有

资金积累不足的限制，融资聚道单一，导致其投资规模较小。

在创业过程中，如果遇到资金短缺、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很

容易造成财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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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根据调研结果，山东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多数只接受

过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受过系统的管理课程的训练，受教

育程度偏低。创业是非常艰辛的，不仅要靠体力，更多的

需要的是经营经验和技术。而受到文化水平的制约，农民

工在创业过程中往往按照自己的经验办事，在管理理念、

经营模式、营销渠道拓展、吸引客户等方面等往往比较落后。

尤其是创业初期，创业风险较大，农民工自身定位不清晰，

风险把控能力较弱，很容易导致创业失败。

（二）管理经验薄弱

大部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时为一线工

人，从事企业管理岗位的务工人员较少，主要从事体力

劳动，技术含量较低，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较少。

而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核心技术、管理经验、资源显得尤

为重要。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情况，

比如客户流失、资金断裂、寻找供应商等方面，缺乏经验

的管理者往往无法应对，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

如果创业地点选在农村，由于农村的较为复杂的亲戚关

系，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在创业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关系

的影响，造成创业过程中的一些困难或是管理混乱。

（三）创业启动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窄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民返乡创业的企业规模大部

分都较小，投入资金大多在 10 万元以下，投入资金的来源

主要为自有资金和亲戚借款，银行贷款比例相对较低。这

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创业者不愿意负债筹资，另一方面取

得银行借款或是其他渠道的筹资，往往需要经过各种审核，

农民工较难取得资金。农民工启动资金不足，融资渠道较少，

融资过程不通畅是造成创业难的原因之一。

（四）创业支持政策不熟悉

大多数农民工对创业项目了和创业支持政策了解较少。

在选择创业的项目时，往往选择投入少、风险低、技术要

求较低的项目，如种植业或是养殖业。对于当地经济房展

的形势、市场行业需要等信息，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取得。

虽然山东地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帮扶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和

培训等，而很多农民工并不了解，调研数据显示仅有 3.5%

的人接收到创业资金补助。

（五）创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一是山东地区部分农村的的基础建设有待进一步改善，

主要为网络建设、服务体系、交通运输等基础设置。目前，

网络消费日益盛行，山东许多地方开展了淘宝村的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通过网络了解市场信息，建立网

上销售渠道，将实体经济和电子商务想结合，存进当地经

济发展。但是目前仍有一些农村，网络不通畅，这阻碍了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而许多农民工对于网联网的应用、

建立网上销售渠道、发展电子商务等并不了解或是掌握，

无法通过网络掌握市场信息，销售渠道窄，造成产品滞销。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路径选择

目前适合山东地区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形式种植业、养殖

业、服务业较多。多样性的创业路径选择可以带给创业者

更多的选择。在选择路径时，创业者需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

行业优势和自然条件，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自己发

展的方向。

（一）实现规模化养殖或种植

山东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集中于养殖业和种植业，

而养殖业和种植业能较大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种植农作

物和养殖动物选择时，需要考虑市场行业信息，结合当地自

然环境，选择适合的养殖或是种植对象。在种养殖或是种植

规模方面，进行实现规模化，形成规模化经营。另外要在养

殖或种植技术上精益求精，以有特色的产品吸引消费者。

（二）依托特色产业园或是合作社创业

农民工在返乡创业时可以考虑依托特色产业园或是加入

合作社。大多数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会遇到技术原因、资源

缺乏、销路狭窄等困境。而依托产业园或是合作社等，可

以较好的避免这些困难。产业园将养殖、种植、采摘、乡

村旅游等多行业融合到一切，实现各种优质资源共享，突

出品牌特色优势，通过网络销售产品。而合作社可以帮助

创业者解决销售难的问题，将合作社里的产品定点集中销

售。通过依托产业园或是合作社可以享受各种优势资源，

享受技术帮扶，拓展销售渠道。

（三）第三产业创业

目前，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

支撑，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现在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大幅

度提高，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容易旺盛。这是开展服务业创

业也较好的创业路径之一。可以结合自己城市务工的经验，

从事理发、餐饮、零售等行业。在地点选择时，要进行实

现的调研，选择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区域。

（四）加盟型创业

农民返乡创业时可以选择加盟店创业方式。通过加盟店

创业方式，可以利用其品牌效应、技术管理经验等，客户

相对比较稳定，创业风险相对较小。加盟店创业方式需要

提前交纳一部分的加盟费，装修和运营管理需要按照统一

规定进行。在选择加盟店时，需要考虑当地市场的需求、

位置选择、消费客户群体分布等要素。

四、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及建议

（一）提升农民工创业企业自身实力，积极参加创业培训

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由于教育水平有限，管理经验不

足，种植养殖技术缺乏等原因给，难易适应各种困难。创

业者本身需要通过参加各种培训班，加强自身的学习，提

高自己的技术技能，学习企业管理运营、风险管理、电子

商务的相关知识，增加知识储备。另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自

身心理承受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自身综合素质，紧跟

时代潮流，关注市场动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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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到日常工作中。公共管理以及组织建设发展是一项任

重而道远的工程，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融入组

织建设中去，管理者和员工不断进行“修身”，完善自我，

创造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学习工作环境，才能加快组织

建设，最终实现个人与组织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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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政府的引导与推动功能，优化创业服务体系  

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从以下方面，

优化创业环境，发挥应到和推动功能。一是设立创业帮扶

组织，加强对创业者的培训。培训内容应该包括关于创业

政策方法、管理技术经验、风险管控、金融财务相关知识、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相关知识等。二是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各

种流程。当地政府应不断优化在收费、营业资格审核等流程，

简化简化返乡农民工创业办理流程。三是完善信息沟通渠道。

相关部门应将一些优惠政策、市场信息、培训信息、创业项

目信息等通过网络等信息渠道及时发布，使创业者可以及时

收到。三是不断优化创业服务体系，如细化创业优惠政策，

开展创业政策宣讲会，创业成功经验交流会等，为创业者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四是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吸引优质创业

者带动创业。对于优质项目，要基于一定的支持。通过引进

较好的创业项目，带动整个村镇的发展。

（三）优化融资环境，扩宽融资渠道

创业融资难是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

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在各方面条件充足的项目，可以适当的给予一定的贷款优

惠政策。增加质押物的品种，完善质押系统，创新金融产品，

优化金融环境。在银行贷款方面，可以实行灵活的贷款方式，

根据不要的创业项目定制贷款合同。另外，除了银行贷款

外，还可以建立扩宽其他融资渠道，比如众筹、微粒贷等，

都是创业融资的常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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