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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市农民协会是自愿共同发起的区域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主旨,以为职业农民服务为出发点,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出了贡献。协会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带动更多群众学习掌
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脱贫致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因众多原因的影响,我市职业农民协会大
而不强,发展瓶颈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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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exertion of the role and difficulties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associations
in ou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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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of our city is a regional, joint and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jointly
initiated voluntarily. Tak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main theme and professional farmers'
servi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have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mproved farmer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associatio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own
advantages,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technica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s, driving more people to learn and
master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However, due to
many reasons, the professional farmers' Association in our city is large but not strong, and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is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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