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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的社会心态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程和效果，而国家
认同亦是社会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
调查，揭示农村基层干部国家认同的状况，探讨形成良好社会态度的对策，为党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
供依据，以便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升组织效能，改善干群关系，
更好更快地推动全面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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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ocial Attitud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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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attitude, which can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and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forming good social attitude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so a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adres, enhance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promot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asses, and better and faster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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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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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村基层干部国家认同的总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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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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