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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关系到我国的民生情况,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粮食安全,应该促进高
标准农田的建设,提高粮食生产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我国市场的基本需求。现阶段虽然国家从政策、资金
等层面大力倡导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是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就从高标准农
田的概念以及建设的意义进行分析,并且指出了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路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安全,改善民生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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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populous country, and food security is related to China's people's livelihood.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food security,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and
improve food productivity,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China's market. At this stage, although the state
vigorously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and fund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The
purpose is to further improve China's food production securit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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