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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农业生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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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转变。面对这种

情况，国家为了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提出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业结构性
供给侧改革为指导，对我国发展农业生态有重要的启示，主要包括提高农民的生态观念，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
注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大力培育纯天然无公害农产品；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互融合，推进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进
一步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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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发展非常落

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真正

后，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随着

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供给。”紧接

中国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

着，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推

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不仅解决了将近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发展方式

十四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还取得举世瞩目的

的转变，实现我国农业真正的现代化发展。大

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农业

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我国农业

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农业生产者为了

的发展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只注重农业产品的数量，
忽视了农业产品的质量；农业的发展与第二、第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三产业脱节；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没有跟上时代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为了促

要求，导致农产品的销售出现问题等。如果不

进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发

加以管理，农业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遭

生巨大改变。我国农业的发展一直都延续比较

到破坏、污染等弊端将会进一步加剧，农业深

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也出现了诸多非常棘手

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日益突显。2015 年 12 月，习

的问题有待解决。为了能够保障我国的粮食安

近平总书记召开了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在

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夯实农业的基

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

础性地位，国家提出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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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一）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遭到严重破坏
首先，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严重破
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成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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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农业废弃物的不合理使用会污染
大气，使雾霾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二）农业产业结构严重落后于居民日益增
长的消费需求

提高，农业销售利润不断下降，导致农业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居民收入也

可持续发展遭到严重打击。在国家发改委价格

日益增多，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每

司出版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中指出，

天只要能够满足生存需求就非常满意了，现在

棉花的平均销售价格几乎趋于平行发展，没有太

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生存需求，人们的发展需求、

大的增长趋势，每亩的净利润却比 2015 年下降

享受需求日益增强，人们开始注重品牌、质量、

了 35%，成本利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 和

安全消费。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

2015 两年农业每亩净利润和成本连续两年呈现

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特别是城市的上班族，

负增长趋势。另外，蔬菜种植的每亩净利润变

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为了缓解自己的生活

化不大，但是成本利润率也呈现下降趋势。部

压力，大部分城市工作者开始利用周末或者空

分地区因为水果、蔬菜的价格非常低，农业劳

余时间来参观农耕文化、感受农业生态、品尝

动者不愿意去收获农业产品，而且这种现象每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但是，我国的农业生产方

年都会发生。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越

式还处于传统阶段，农业生产品种单一，全国

来越多的农产品将会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农

农业种植品种居于榜首的就是玉米，每年我国

业发展将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况都有可能出

的玉米产量也是远远高于国家的预计标准，导

现，农业基础性地位将会动摇也不利于国家的

致玉米的市场价格下降，农业生产者收入也下

整体发展，农业现代化、生态化的目标将随风

滑。农业生产者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创新意识、

逝去。

科技意识、时代意识非常淡薄，农业劳动者一

其次，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严重破

直使用较为落后的生产工具，既不利于农业生

坏。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等 8 个

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部 委 联 合 发 布 了《 全 国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

农业劳动者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影响，时代意识

（2015-2030）》，这个发展规划指出“农业资源

也非常淡薄，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农业劳动

过度开发、人为农业因素投入量过大、农业秸秆

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甚至有一部分文

没有有效回收、南方农业过度开采地下水等一

盲，他们对先进的劳动工具不了解也不会使用。

系列农业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态可持续

农业的发展与第二、三产业严重脱离，没有形

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近几年以来，农业生产

成共赢的关系。

者由于受到农业成本不断提高以及农产品销售
价格下滑的影响，收入非常微薄，为了增加收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入，农业生产者无止尽剥削土地的生产力，过

面对以上的种种情况，我国只有顺应时代

度的投入化肥、农药，抛弃生态的耕作方式来

的要求，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满

谋取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短时间内农产品产量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促进我国农业现

会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农业生态环境遭

代化、农业生态化、农业持续化的实现。我国

到破坏，农业的持续性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

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以市场为中

种以牺牲农业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来换取暂时性

心，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生产市场需求的农

农业收益提高的办法是不可取的，这样长期发

产品，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要注重农业生

展下去，我国本来就非常少的耕地资源会继续

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以及

得到严重破坏，过度化肥、农药的使用会污染

生态利益的有机统一，不要只是一味注重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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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而要注重农业品牌的建设。这样，农业
效率才会得到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农业
基础性地位才会得到进一步巩固。
（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我国农业的国际化发展。
（三）实现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优先发展工业，
一直以牺牲农业来补给工业的发展，造成农业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还是受到计

发展比较落后。现在，我国的工业实力已经达

划经济的影响，国家安排种啥，农民就按照国

到比较先进的水平，按照规律来说，应该工业

家的要求来进行。例如，当时我国受到苏联的

反哺农业，带动农业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原因，

影响，苏联最高领导人大力鼓励全国种植玉米，

工业并没有真正帮助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出现

我国也跟随，导致现在我国每年的玉米产量严

以后，农业和第三产业也没有相互结合在一起。

重过剩。现在，我们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大农业。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工业要反哺农业，在农村

国家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每个地区所特有的自

创办农产品加工厂，不仅仅要增加农民收入，

然条件，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来选取适合种植的

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也增加了农产品的

农业品种，这样既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也可以

附加值，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农

提高质量。另外，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集中地，

业要充分与第三产业相结合，发展农业旅游、

例如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要建立农产品互联

观光产业、农家绿色饭菜，拉长农业产业链条，

网信息平台，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及时了解市

完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最后，农业休闲以及

场需求的变化，生产市场需要的农产品，抛弃

旅游产业也会带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住宿、

原来的墨守成规，提高农业生产的多变性与灵

餐饮、交通等都会得到发展，进一步刺激休闲

活性。

农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实现品牌效应
近几年，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升高，
农产品销售利润不断下滑，受到市场经济的影
响，农民的利益观念不断加强。他们为了能够

循环系统。

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农
业生态的启示

获取更加丰厚的利益，无止尽的掠夺土地的生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生态文明已经

产力，导致土地肥力得不到有偿补给而日益下

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它已经融入到政治、经

降，农业生产者为了弥补这个缺点，过度的使

济、文化、社会、国防等的全过程，是人类社

用化肥来增加土地肥力，不仅造成地下水严重

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近几年以来也非

污染，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农产品的质量。农

常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农业生态环境就是我

业生产者为了获取丰厚的利润，肆无忌惮的使

国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鉴于我国现在农业发

用各种化学产品来促进农产品的成熟，缩短其

展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

生长周期，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随着人们消

性改革，其中包含诸多农业生态思想，将对我

费结构的转变，人们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

国发展农业生态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撑。

更加注重健康，因此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
也越来越高。农业生产不仅仅要注重数量的提
高，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质量。“着重培育一批天

（一）大力推进农业生态化，实现大农业
发展
在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国

然、无公害、绿色的农业品种，从种植、收割、

家提出要改变原有单一的农业发展模式，打造

销售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保证农业产品

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大农业模式，不断推进

的质量。”另外，国家要根据市场需求，重点打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要改变以前粗放经营方式，

造农产品品牌效应，使我国农产品可以走出国

发展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进一步减少农业生

门走向世界，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效益，促进

产对化学物质的依赖，发展纯天然无污染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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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现阶段，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中农业

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每户拥有少数

生产者还是从事单一的种植业，生态意识非常

耕地自给自足地进行生产劳动，随着经济的发

薄弱，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及节省成本，过

展，农业劳动力流失非常严重，导致大量农业

度的依赖化学物质，使农产品发生了异化。面

耕地被荒废，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加快实行土

对这种情况，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

地经营权的流转，实行适度规模化经营，这样

对于我国发展农业生态有重要的启示。

既可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农业收入。

首先，加大对农民的生态教育，培育新一代

此外，我国的地膜回收率还非常低，国家应该

绿色农民。以前，农民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

加强对这些农业污染物的回收与利用，进一步

得失，为了能够从土地上获取更多的利益，他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们盲目地去使用化肥和农药，抛弃生态的耕作

（二）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

制度，在一块土地上持续种植一种农作物，不

国家在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给土地自我修复的时间，造成土壤肥力严重流

中着重指出我国农业的发展与第二三产业严重

失，地下水污染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灌溉。现在，

脱轨，要大力促进工业反哺农业，积极发展农

国家应该成立宣传队，通过走访每一个农村，

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另外，农

对农民进行专业的生态知识培训，“要着力培育

业还要与第三产业紧密融合，进一步发展乡村

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

休闲旅游观光产业，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

职业农民，使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提

效益的相互融合，进而带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

高农民收入。
”通过实行轮耕休耕制度，保证土

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非常落后，国

地的自我修复能力，鼓励农业生产者发展大农

家实行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以牺牲农业发展来

业，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有机结合在一起，

换取工业发展，造成我国农业发展非常缓慢。随

种植业产生的秸秆可以成为畜牧业天然的饲料，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逐渐兴起，农业由

畜牧业以及渔业产生的排泄物又可以回归到土

于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薄弱发展基础的制约

地中去代替化肥的使用，弥补土地肥力的流失，

没有及时和第三产业相互融合，导致农业的发展

这样就可以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大农业

再次受到阻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以国家进

内部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体系，推动农业生

行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为进一步发

态发展。

展农业生态建设。

其次，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我国传统农

首先，国家和社会力量应该积极向农村投

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只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

资兴办工厂。一方面可以吸引流失的农业劳动

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力重新回归农村。另一方面，农业原始产品通

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农业品

过工业加工可以极大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

牌效应。要抛弃以前粗放式的耕作体制，转而

加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发展精细的耕作方式，使用天然肥料代替化学

其次，农业要积极与第三产业合作，进一步发

药品，使农作物自然生长，在自然生长过程中，

展乡村旅游观光产业。国家要大力发掘农村的

要使用人力代替机器来进行劳作，这样才可以

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农耕文化，充分发挥乡村固

生产纯天然无公害绿色的农产品。目前，这种

有的特色。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上班族利

农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不仅保护农业生

用休闲时间去农村感受美丽的生态环境，欣赏

态环境，而且也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品尝绿色天然

最后，地方政府要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农产品，体验自由采摘的乐趣。要充分利用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确权办证工作，推进土地

这个趋势，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生态乡村、和

流转，形成适度规模化经营方式。农村的经营

谐乡村，扩大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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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产业也可以带动农村
住宿、交通、饮食等多方面的发展，有利于进
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经济发
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农业旅游
观光业进一步发展，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的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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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SHI Hong-wen, LI Chun-xia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people's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also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state put forward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On the supply side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 as a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farmers, the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ies of the agricultur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veloping natural pollution-fre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ntegration, furt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eisure tourism,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agri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gricultural ecology;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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