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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路径研究 

刘 娟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长沙 

【摘要】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的进步，因此需要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在我

国的经济市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相

结合，对农业经济进行创新，促进农业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管理工作的

开展，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需要对传统的管理发展模式进行创新，使其农业经济在新形势下能

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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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social econom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so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market of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needs to comb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conomy, innovat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he path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model so that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can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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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进

步，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支柱。在新形

势的背景下，农业经济需要实现改革升级，推动经

济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趋势。目前“三农”问题是

政府中最为重视的问题，农业经济若想要实现更好

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文中将针对新

形势下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进行分

析，同时还会提出科学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此来推

动我国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 
1.1 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经济发展也有了

新的追求，这就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发展的状态进行

创新。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采用农业带动工业的发展

模式的，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步，

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其在国际经济中也获

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在工业高速发展下，农业的发

展还是较为落后的，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长久的发

展[1]。在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需

要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改变传统的农业经

济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发展水平，

以此来提升农业竞争力，使得农业收入也能够有效

的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水平的提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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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品质也

随之得到提升。 
1.2 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结合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制定的是工业发

展战略，想要将我国打造成工业强国，这也导致我

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不被重视。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之间在发展中也出现了

不协调性，拉大了城乡之间贫富的差距。为了我国

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发展能够更加协调，其贫富差

距的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

工业发展，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较慢，农业生产技

术的发展更是缓慢，对土地的利用率以及生产的效

率也是较为落后的，形成这种原因的方式的主要的

我国农业经济还是采用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城镇经

济的发展水平较高，使得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之间

的距离越来越大，我国应重视城乡结合发展，尽快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模，以此来缩短城乡之间

的经济差距。为了加快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需

要对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变革，使其能够有

效的提升农业经济的效率以及质量，促进农村经济

与城镇经济之间的能够更好的进行结合。 
1.3 打好整体经济转型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这

就需要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市场经济进行变

革，将改革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以此来

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促进我国朝着健

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经济转型期间，农业

经济是我国整体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应重

视农业经济的改革[2]。农业经济的改革与转型，推

动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快我国整体经济转型的进程。

推动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打好整体经济转型的

基础，使得我国农业发展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农业

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整体经济

转型，减少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 
2 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2.1 把握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大方向 
在新形势的发展下，应把握住农业经济管理科

学发展的大方向，使其按照科学发展的路径进行繁

杂，保证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不会被传统的农业经

济的发展进行束缚，缓解因科学化管理发展模式的

初期阶段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现象，防止在经济转型

出现不适应性。应对经济发展的目标进行重新制定，

将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发展模式进行优化创新，使

其能够推动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在传统农业经

济管理发展的模式下，农业发展中的资源分布不均，

同时农产品的生产规模也较小，在经济发展模式创

新中，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优化改善，这就需要在

改革中将科学化的发展作为农业经济的发展目标，

使其能够对传统农业经济管理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对其进行解决。还应重视农业生产管理中的

质量，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强化农产品的多元化，

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发展。 
2.2 结合当地特色发展特色化农业经济 
在经济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并没

有做到统一的规范，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当地的经济

特色实现特色化的发展，将不同地区的特色进行明

确，以此来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3]。不同地

区的农业资源以及气候的环境是不同的，需要因地

适宜的对经济发展进行管理。在经济的发展中，结

合不同区域中的资源优势，对农业经济进行对应的

发展的，使其能够有效的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以

及品质，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南方地区

部分农村中的生产资源较差，同时人口也较为密集，

在这种状态下，可以重点发展农业人加工产品的生

产，农村在发展中，需要扬长避短，保证农业经济

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升。 
2.3 强化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应用 
新形势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是需要大量

的优秀型人才，其人才应具备经济管理科学化方面

的知识，同时还能够将其理论知识应用到农业的生

产以及管理中。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是我国对

农业生产的知识性的要求较多，这就导致我国这么

多年来农业经济发展未能得到大幅度提升[4-6]。在经

济新形势下，若要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需

要的引进大量的人才，经济管理人才需具备全面的

管理知识，还应对农业生产等知识进行了解，以此

来提升农业经济在发展中的科学性。针对这种现象，

我国应重视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培养高

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其管理人才还需要对农业经济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解决，提升我

国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水平。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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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我国农

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新形势下的发展需

求，因此需要对农业经济发展进行创新，促进农业

经济管理科学发展。在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应重

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其能够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

展，文中针对发展路径也进行简要的阐述。农业经

济管理科学发展能够有效的改善农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同时还能够打破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束缚，

提升我国的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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