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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 

朱 会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泰安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这一改革工作的有效

开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将绿色、协调以及开放等多种理念融入其中，以此构建出完善的改革体系，提高

改革的有效性。本文内容主要是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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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form work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le al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suppl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a variety of 
concepts such as green, coordination, and opennes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it, so as to build a complete reform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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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其涉及到土

地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粮食价格调整等多个

方面，该项改革工作的开展也是当下经济发展的必

然趋势，而且改革工作的有效开展，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供给量，使得目前的市场消费需求得到有

效的满足，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

重要作用。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视，并且要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措

施，提高该工作的质量。 
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 
1.1 土地制度的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工作开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对

土地经营权进行科学优化，促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

同时也能够实现对农业领域的去产能、降成本、被

短板等多个方面的有效完善。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能够推动农业的改革发展，而且还会涉及到盘活用

地、统筹城乡发展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就实际情况

来看，土地制度改革在落实过程中，会对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土地所有权等多种关系产生较大的影

响，并且还要强调了农村土地本身所具备的可流转

性。另外，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还会涉及到农

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的改革，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

也会实行相应的同地、同价交易改革这一机制，借

此对农村存在的闲置土地进行盘活，这样也能够为

农村的集体经济添加更多的资产，进而提高农村经

济资源。此外，土地制度改革的落实，还会对闲置

宅基地相关机制进行改革，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建设

进程。其具体表现在一户一宅这一机制的完善上，

使得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

挥，进一步提升农民的财产收入[1-3]。 
1.2 农业结构调整 
在开展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时，应该从提升农业

生产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方面出发，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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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农业生态及其发展的稳定性，并且要结合国

内外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农业结构进行科学有

效的调整。在对农业经营结构进行改变时，应该根

据实际需求，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且

还要为农民提供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力，这样也有利

于实现农业的多元化经营，既能够推动农民土地的

经营流转，也能够扩大农业的发展规模，在与相关

经济组织的合作下，促进农业科技含量的提升。另

外，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工作的开展主要是围

绕农产品的安全、优质、可持续生产这三个方面，

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会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对

各项资源予以充分利用，促使农林牧渔产业之间更

加协调，使得农业能够与其他产业进行有机融合，

进而促进农业的长远发展。 
1.3 粮食体制改革 
现如今，我国粮食体制中存在一定的漏洞，比

如，供给不足、进口量相对较大、耕作质量相对较

低等多种问题。粮食体制的改革，会涉及到粮食价

格机制、粮食补贴政策等多个方面，通过开展有效

的改革工作，能够实现对市场粮食生产供给的合理

调节，使得粮食价格得到优化。而且还能够促使粮

食补贴与粮价相脱离，使得农作物补贴政策更加科

学合理[4-5]。 
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2.1 制定合理的绿色补贴制度 
相关单位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

时，应该立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将耕地与

环保相挂钩，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比如，生态

补偿政策，借此提高农业的绿色环保性能，促进我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政府单位应该加强对绿

色生态农业的重视，并且要着重落实相关保护政策，

在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时，应该将绿色农业放

在首位，而且还要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收集等相关

制度政策予以充分应用，对绿色农业市场价格的导

向政策予以科学完善，借此提升绿色农业本身的科

技含量，通过实行相应的补偿方式，促进绿色农业

的发展[6]。 
2.2 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其一，对绿色食品结构予以大力调整，加大对

当地具有特色的农业绿色食品的推广力度，而且还

可以建设绿色食品的生产厂，通过收购、加工绿色

农产品，增加经济市场中的绿色食品产量，进而提

高农业的经济效益[6-8]； 
其二，大力发展农村畜牧业。现阶段，我国肉

食消费趋势正在呈现出上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满足经济市场的消费需求，农村应该大力发展

畜牧业，这样既能够增加农民自身的经济收入，也

能够为市场供给更多的禽类肉食产品； 
其三，加强水产养殖与农村经济之间的结合。

在开展水产养殖业时，应该在省内选择比较大的流

域面积，或者是在水产养殖基础比较好的农村加大

发展力度，同时还要加强种植业与水产养殖之间的

有效结合，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性发展； 
其四，对相关优质经济作物结构进行合理调节。

在扩大农产品的生产规模时，应该着重朝着特色化

的方向进行发展，而且结合当地的气候环境、水文

地质等多方面特点，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业，建立特

色的农业经济结构，生产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这样也有利于拉动农业经济的增长[9-12]。 
2.3 降低农资企业的生产成本 
就农业供给侧来看，应该从其本身的多个方面

着手，为农民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此同时，还应该

降低农资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这样泽有利于保障

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其一，对农业种植需要使用

到的化肥、农药等多种物料资源的应用量进行严格

的管控，鼓励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多使用天然有

机肥料，这样也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绿色环保性能。

有关政府部门还应该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科学的减增指标，

并加强对化肥应用的管理，尽可能的减少过度应用

化肥的情况，保障环境质量；其二，对于一些农用

物资予以定期限价，比如，肥料、农药等等，要对

其价格进行合理调控，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生产企业的成本投入，实现薄利多销的目的
[13-18]。 

3 总结 
在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时，有关单

位应该提高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视程度，对于当前

现有的农业结构、粮食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科学合

理的改进，促使土地改革更加适应经济市场的实际

发展需求，通过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并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效益[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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