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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农村到现代化新农村，蝶变之路还有多久
——以内江市传统农村特建村和现代新农村尚腾新村为例浅谈新农村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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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现出新一轮的发展活力,温室
种植、机械化播种翻耕、自动化采收等现代化农业成为了时代的导向,以内江市传统农村特建村和现代
新农村尚腾新村为例,对比传统农村特建村和新农村尚腾新村,从而探索新农村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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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o Modern New Countryside, How Long Is the Road to
Butterfly Change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ejian Village of Neijiang City and the Modern New Countryside
Shangteng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Talk ab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New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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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hows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vitality, greenhouse planting,
mechanized sowing, automatic harvesting and other modern agriculture have become the guidance of The
Times,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ejian village of Neijiang city and the modern new countryside
Shangteng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ejian village and new countryside
Shangteng new village, to explor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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