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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all around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nd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actively
do a good job in “three-rural” work, and try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his paper, the main investig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by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around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re: natural resources conditions,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opulation, f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ystem and policy. To facilitate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Jiangxi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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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江西省各地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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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精神，积极主动做好“三农”工作，努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及实地调
研考察江西省的各地情况，分析出影响江西农业生产结构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条件、生产力水平、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体制和政策五大影响因素。助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为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供参考借鉴。但人们对影响农业生产结构因素的探索，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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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中各生产部门或各生产种类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亦称农业产业结构。我国农业生产结构
不合理，做出新一轮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农产品难卖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两
大原因[1]。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和全国的商品粮[2]基地，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
农业发展方式由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农业生产结构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农村经济走上了全面发展
之路[3]。为了使江西省农业与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寻找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因素便是解决农业生产停滞
不前的最根本的原因。笔者以种植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并发现目前对影响农业种植因素的研究都有学者
正在进行，归结下来影响该地农业生产结构就是两个方面，一是该地自然条件本身的约束，这是最基本
也是最难控制的影响因素，需要顺势利用；二则是政府部门政策方针的支持，加快该地农业机械化。这
样才能助力农业生产结构变革。

2. 江西省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因素
江西省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2.1. 自然资源条件
自然条件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江西省赣西北部与湖南、湖北接囊，属典型的山区。自然条件优越，
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4]。江西地处亚热带中部，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0.05%，
天然林面积 5.78 × 10 hm，蓄积 2.26 × 10 m3，天然湿地面积 1.16 × 10 hm2 [5]。
一是动植物资源，种子植物约有 4000 余种，蕨类植物约有 470 种，苔藓类植物约有 100 种以上，极
危、濒危、易危、近危 4 个等级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分别有 68 和 80 种[6]。根据问卷调查显示，江西省生
物多样性丰富，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
二是矿产资源，江西为环西太平洋成矿带的组成部分，岩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
越，矿产资源丰富，使江西获得了“世界钨都”、“稀土王国”的美誉[7]。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作物提供
所需矿物元素，有利于江西省农业结构多样化的形成。
三是水资源，江西省的地表水资源丰富，全省平均年降水深 1600 毫米，
2016 年全省降水量 1997 mm，
较 2015 年 3.8%，较多年平均值多 21.9% [8]。水是生命之源，江西省充沛的降水量种植业提供强大的灌
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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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客观条件，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及对农业环境的保护，
才能促进农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各自产生的规律都要求
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资源条件。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以上的自然资源都十分重要，动物对农作物的生长繁
殖起重要作用，植物之间的适应与否都决定着农作物的生长。矿物质以及水资源决定着农作物的生长状
况和最终的产量，所以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

2.2. 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人们利用和控制自然能力的大
小。一个省的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也在于农业机械化实现的程度[9]，关系到该省的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进程。
江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动力较强，农业机械数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农业机械结构不断优化
升级，农业机械的作业水平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制约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均取得一定的
突破和改善[10]。其原因在于江西省生产力水平近年来有显著提升，1997 年成立生产力学会为解放发展
省内生产力水平献计献策。
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江西依然属于农业大省的水平，没有真正迈入农业强省的行列，江西省的
农业机械发展水平依然处于中级阶段，农业机械化总体水平还相对偏低。此外山地丘陵的地形对农业机
械化和产业化经营的制约作用较为明显[11]，由于自然地势和生产技术的限制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
经过实地调查，江西省内实现农业全机械化生产的县市不超过 40%，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半机械化结合人
力进行农业生产。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农业生产过程就不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的过程，而是积极地利用
自然的过程[12]。生产力水平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形成，而且还制约着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化程
度。

2.3. 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江西省的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会逐步提高，城乡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
会反映在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上。需求变化通过价格会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由于价格变化引起购买者的
使用变化，侧面影响种植作物种类的变化，这就影响了江西省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
经济越发达，表明交通优势对区域经济具有较强的带动与促进作用，各农业县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
优势度协调度，说明交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势仍得到发挥[13]。为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实施农业基础
建设至关重要。从一定角度上来说农业发展水平与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加强对
其之间关系研究力度，对江西省农业发展水平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4]，在江西省内，相对而言经
济发展水平较为快速的地区如南昌、上饶、宜春等地其农业发展的速度较其他地区快速。

2.4. 人口数量
人口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有计划的人口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轻人口
对资源的压力。反之，人口盲目增长，就会出现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情况，近代江西省内人口又
不断增长，但耕地面积显然并未同等规模地扩大[15]，长此以往，农业生产必然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的
单一结构。2015 年江西省达到 915 万常住人口，对于解决温饱等问题种植的水稻增加 10%，这样的农业
生产结构，不利于江西省内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单一性、农业经营分散性和经济结构滞后性是导致
江西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所以人口数量间接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其通过影响粮食的供应量影响种植，进而影响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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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配问题，所以控制人口数量，使得农业生产形成多元化结构是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
它对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及实现农村工业化都具有重要作用[16]。

2.5. 体制和政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江西省的主要生产方式为
种植农产品，农产品普遍出现了过剩，农民增收困难，结构性因素已经成为制约江西省甚至我国农业和
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地提出了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新思路，发布《关
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17]。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加快江西建省设现代农业强省，就要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
系，推动农业结构多样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经济体制不同，对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农业生产结构会受到影响[17]。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生
产单位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农业生产结构上往往表现出既不能充分发挥本地区本单位的资源优势，
又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政策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3. 总结
农业生产结构演变是第一产业生产优化和战略调整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建国 60 多年来，在种植业独
霸天下升级到种植业占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畜牧业、渔业比例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江西省是农业大省，农业加速发展必定会加快经济的发展，随着江西省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以及
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需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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