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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第一产业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必须要进行集中化的管理才可以延续其经营生命力,因此
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关注已经成为了各方重视的要点,针对我国当前的农业经济管理情况来看,由于
受到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借助现代化的手段进
行优化,而信息技术则是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成效的技术体系,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农业经济
管理具有可行性,同时也能够成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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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and measures of informatization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Jinguang Wang
Haosheng sub-district office of Zoup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its business vitality.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all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must optimize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mea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 technical system with certain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feasible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it can also become a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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