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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水稻栽培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化肥、农药,水稻的产量有
了很大的提高。为确保水稻增产,农业部门应当积极推进新品种的应用,引导农户采用科学的栽培技术,
促进水稻产量和品质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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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yield Rice
Ziqi Meng
857 Farm First Management Are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greatly developed, many new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have appeared, and the production of ric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duction of ric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s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varieties, guide
farmers to adopt scientific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ice yield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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