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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乡镇农机管理服务为基础的乡村农机管理服务就是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它是农机化健全和
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相关的规定,具有稳定、安全等特点。目前而言基层农
机管理服务部门尽管同时承担农机管理服务、农机安全管理、新农机推广以及农技人员的培训工作,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当前的基层农机管理服务体系还存在诸多欠缺之处,阻碍了基础农机设备的推广。所
以本文尝试分析当前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做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对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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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How to Do the Management of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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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service based on the township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service is the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servi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t implements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legal
provision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bility and safety.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department undertakes the same tim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servic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afety management, new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romo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ersonnel, it can not be ignore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 which hinders the promotion of
basic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service, and actively looks for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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