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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农业生产一直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实现
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保障国民正常生活的基础。就我国目前的农业现状而言,如何确保水稻高产是保证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领域研究的方向。基于此,本文将对农业技术推广以及水稻栽培技术要点
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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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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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always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is not onl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basis to guarantee the normal life of the people.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ituation of China, how to
ensure the high yield of ri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farmers' income is also th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field research.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key points
of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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