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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农业生产向机械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同时也
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机械化与现代
化水平偏低、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难度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必须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以推动农业经济
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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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efei Huang Yinan 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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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mech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ut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At present, the low level of
mech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difficulty of popularizing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unreasonabl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have become serious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ust base themselves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spons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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