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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人口众多,对农产品需求量大,因此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发展过程中,人民对农产
品要求不断提高,间接地要求我国农业种植生产技术的进步。目前,我国农业已经向科学可持续方向发
展。由于绿色农业种植技术与以往粗犷的农业生产相比,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同时可以生产出质量更佳
的农产品,因此,应采取合理方式使其得到推广。基于此,文章就推广绿色农业种植技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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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and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indirectly requiring the progress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e has been developed in a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irection. Because the green agricultural
planting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oug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less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an produce better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 reasonable way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mote
i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motion of green agricultural plan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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