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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现代农业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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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介绍六安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袁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袁并提出相应对策袁以提高六安市农业发展水平袁
助力农村发展尧农民富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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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Lu忆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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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Lu忆 an City袁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袁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袁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u忆an
City袁and help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忆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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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是指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

1.2 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

起来的农业袁其主要特征是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尧投入大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即为农业生产经营组

量物质和能量尧生产趋向区域化和专业化袁是一种科学化尧

织创新遥随着经济的发展袁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组织

商品化尧工业化的农业遥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农业和现代科

形式与市场经济需求相悖袁因而集体化成为农业生产经营制

学技术来装备农业袁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管理农业袁促进传统

度变迁的方向遥六安市按照积极发展尧逐步规范尧强化扶持尧

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袁形成一个高产尧优质尧低耗的农业生

提升素质的要求袁在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前

产体系和一个合理利用资源尧保护环境尧有较高转化效率的

提下袁组建了茶叶尧毛竹尧蔬菜尧中药材等多个市级农业特色

农业生态系统 遥

产业协会和县区分会袁会员包括龙头企业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尧

[1]

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袁地处江淮之间尧淠河上游尧大别

种植大户等遥

山北麓袁东西宽 176 km袁南北长 179 km袁是大别山区中心城

1.3 农产品生产加工水平稳步提升

15.6 益曰雨量适中袁年平均降水量 900耀1 600 mm曰热量丰富袁

程袁在各县尧区建设农业产业化示范区或现代农业示范区袁

数 1 960耀2 330 h袁年日照百分率为 46.0%耀52.8%曰无霜期较

面提升六安市农产品生产加工水平[2-3]遥

市遥六安属湿润季风气候带袁四季分明袁年平均气温为 14.6耀

六安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生产加工水平提升工

年太阳辐射总量 464.8耀520.9 kJ/m2曰光照充沛袁年平均日照时

形成产业集群袁发挥其带动辐射效应袁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全

长袁年平均无霜期 211耀228 d曰光尧热尧水资源配合良好袁适合

1.4 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多种农作物生长遥

农业服务体系是指为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袁给直接

野促进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镇化尧农业现代化发展冶的发

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提供各种服务而构成的一个与农

展战略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被提出遥六安撤地设市后袁

业相关的组织网络体系遥六安市对农业服务体系建立非常重

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顺利袁信息化与工业化也取得了深

视袁大力加强农技推广服务袁选派科技特派员袁创建野专家大

度融合发展袁而农业现代化发展则相对滞后袁农业现代化水

院冶袁推行良种良法配套袁将农机农艺结合袁于生产季前适时

平迫切需要提高遥

发布主推品种袁保证良种覆盖率遥

1 六安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农业标准化建设步伐加快

农业标准化是指按照简化尧统一尧协调尧选优的原则袁以

2 制约因素

2.1 人员因素

人员因素包括 2 个方面遥一是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遥随

农业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袁制定标准袁贯彻实施标准

着科技的发展袁新的农业技术不断涌现袁对农民的综合素质

和对标准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遥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发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遥六安市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多数进城务

展的重要手段遥近年来袁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尧提升市场竞

工袁留守的劳动力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尧妇女袁农业劳

争力袁六安市不断加大农业标准化生产政策扶持力度袁制定

动力的年龄和素质结构问题日益凸显袁同时由于长期滞后的

了包括茶叶尧水稻尧油菜等多个品种的地方标准尧企业标准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袁导致农民总体素质得不到快速提高遥

和生产技术规程袁实现了多个产品质量可追溯袁品牌农业成

二是科技人才缺乏遥六安是农业大市袁但农业科技人员在全

效显著遥

部科技人员中的比例约20%袁其直接后果是农村丰富的资源

作者简介 王善珍渊1974-冤袁女袁安徽六安人袁农艺师袁从事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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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金因素

优势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4]遥
一是财政投入比例较小遥虽然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呈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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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趋势袁但中央财政用于野三农冶支出的比例仍然较小袁

3.1.2 培养尧留住科技人才遥一是创新机制袁提供项目支持袁

省尧市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也有相同特点遥二是农村金融不能

让科技人才有用武之地曰二是提高待遇袁拓展晋升通道袁提

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遥近年来袁虽然农业贷款额增长幅

高工资及福利水平遥

距离遥三是农民投入现代农业的财力十分有限遥长期以来袁

3.2 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入
3.2.1 增多尧整合财政支农资金遥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农业的

农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袁除去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支出袁可支

力度袁将其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尧农业生产标准化和

配收入非常有限袁依靠农民自身积累投入现代农业建设的能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尧农民的培训与教育尧农业风险管

力很低遥

理等遥建立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制度袁集中统筹安排使用资

2.3 资源与环境因素

金袁以发挥政策性资金的聚集效应曰改革支农资金的投入方

度较大袁但离满足农村企业和农户贷款需求还有一段很长的

2.3.1

土地质量差尧规格小遥我国农村改革几十年来袁主要

式袁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遥

采取以家庭为主体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袁土地分割成块袁土地

3.2.2 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尧融资机制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袁

流转比例有限袁不仅提高了生产和交易成本袁也制约了农业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袁按照野谁投资尧谁经营尧谁受益冶的原则袁

机械化尧专业化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使用遥六安市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现代农业建设中来遥

地形介于丘陵和平原的台地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袁

3.3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按照野依法尧有偿尧自愿冶原则袁引导和鼓励农户采取转

高标准农田尧旱涝保收田等占比较小袁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遥
2.3.2 水资源短缺及生态环境恶化遥一是水资源短缺遥农业
是水资源利用大户袁用水量较大袁水资源短缺导致农田灌溉

包尧出租尧互换尧转让尧股份合作等形式推行土地的适度规模袁
以利于农业规模化尧产业化发展袁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6]遥
3.4 加快推行标准化生产袁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得不到保障袁同时灌溉用水的利用率也较低袁均不利于现代

一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7]曰二是加强无公害

农业的发展遥二是生态环境恶化遥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袁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袁不断加大化肥尧农药等

农产品基地建设曰三是大力培育农产品品牌遥同时袁加快推
进一批重大农业科学成果与技术袁加大农业新品种的选育和

的投入量袁加之畜禽粪便无序排放尧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等导

引进力度曰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曰推广间作尧轮作尧套作尧

致农田和地下水污染严重遥农业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袁生态

立体养殖等技术曰推进减药减肥技术曰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

环境遭到破坏袁反过来也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遥

及现代化的排灌技术遥

3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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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注重人才培养

3.1.1 大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遥会生产尧懂经营是现代农
业劳动力的显著特征袁要从多方面尧多角度提高劳动者素质遥
一是教育培训遥继续普及义务教育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袁帮助农民掌握先进适用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袁培养
他们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营销技能袁重点要抓好专业大
户尧专业合作组织骨干的培训遥二是实践磨炼遥用现代科学
技术和现代观念武装袁探索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度袁
为农业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务工实践平台袁促进农业劳动者的

制袁确保脱贫后的巩固提高曰还要发挥援疆支援作用袁在人
才引进尧培养和发展的项目争取上给予更高的重视和协调沟
通遥五是扶贫先扶志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袁因而应将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作为重要手段袁积极组
织农尧林尧水尧牧尧科技尧妇联等相关部门强化对脱贫群体相
应的技术培训工作袁重点围绕农业生态种植袁畜牧业养殖和
三产服务的刺绣尧手工制作及烹饪尧修理等方面的技术培
训袁增强综合发展能力遥通过土地流转尧牲畜代牧等方式释
放劳动力袁采取入股合作社尧企业用工等方式吸纳劳动力袁
进一步将脱贫人口纳入公益性岗位袁创造便利条件将脱贫人
员纳入环卫工尧护林员尧护边员等公益性岗位袁让脱贫人员
也可以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增收致富袁通过自身奋斗创造美
好明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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