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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最为关键,
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而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探
讨分析了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论述分析了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其措施,
旨在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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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促进作用
2.1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展制度。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受到诸多因
素影响,合理运用经济管理方法,能够转
变理念,优化农村经济发展制度。并且加

问题的解决。针对这种现象,为进一步提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为了促进农

强农业经济管理,能够有效获取农村经

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农

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必须以市场经济

济发展资料,为优化农村经济发展制度

业经济管理方法,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

为前提。结合农业经济管理实际,其为农

奠定基础。

理论的研究,充分发挥农业经济管理在

村经济的发展有效提供了正确的理论,

中国的指导作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为

具体表现为：(1)从市场经济开展分析。

学规划农村经济发展方案。农民管理是

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市场经济的进步,必须通过群众的积极

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发挥农民的

1 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理论指导

性,促进社会进步,增加社会福利。说明

主观积极性是保障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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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强农业经济管理评价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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