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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的必要性及对策
郭明菊
渊云南省景东县农机监理总站袁云南景东 676299冤

摘要 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已经成为了当前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技术保障和装备保障袁在党中央尧国务院大力提倡新农村建设的时代
背景下袁基层农机的推广与普及更为重要袁甚至已经成为了实现农业优质发展的必由之路遥本文首先分析了强化基层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
的必要性袁深入探讨了加强基层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的对策袁主要包括推动基层农机推广体系改革进程尧加大经济作物机械化技术推广力
度尧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尧提高基层农机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基层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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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土地流转速度越来越快袁再加上农村劳动

保粮食安全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与科技支撑[1]遥此外袁还要

力的日益流失袁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也越来越高遥据统计袁

建立健全的农机推广体系工作机制袁以野包村联户冶为根本袁

2017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 65.2%遥

采取四结合的技术服务方式袁即科技示范户尧农机技术人

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已经成为了当前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技

员尧农机专家尧带动相关农户相结合袁从县渊区冤级到户级都

术保障和装备保障遥

要形成实时联动的农机化示范网络遥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单位

1

强化基层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的必要性

要为农机手发放农机业务便民联系卡袁联系卡上要印刷能

基层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主要用于提高农业生产效

够办理的农机业务类型尧业务流程尧联系人尧联系电话等袁农

率尧推广农机先进技术尧普及机械化农具尧降低农业生产灾

机手在需要时只需要一个电话袁农机服务人员就会在第一

害程度等袁在当前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袁强化基层农

时间上门办理相关业务遥

机管理与技术推广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遥基于国家战略

2.2 加大经济作物机械化技术推广力度

层面而言袁农村农业的发展战略还是要依靠基层农机管理与

各地农机部门应该要切实针对经济作物渊花生尧土豆尧

技术推广才可实现袁才可使农业生产作业实现连续化尧科技

大蒜尧大豆等冤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袁秉承野全面推进尧重点

化尧现代化遥正是在党中央尧国务院的号召与带动下袁各个地

突破冶的原则来加大经济作物机械化技术推广力度袁包括花

区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来强化基层农机管理与

生联合收获机尧果类蔬菜收获机等袁力争实现经济作物收获

技术推广力度袁针对野三农冶渊农民尧农村尧农业冤来大规模开

环节尧种植环节的规模化和规范化[2]遥此外袁还要在主要农作

展农机管理服务项目遥与此同时袁强化基层农机管理与技术

物的生产过程中全程使用先进农机化技术遥例如袁某县近年

推广袁主要体现在农业机械设备的自动化尧现代化尧科技化

来就开展了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项目袁紧紧围绕着小麦

以及农技水平的深层化袁能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基础服

生产过程来重点推广一系列的先进农机化技术袁包括粮食干

务袁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信心尧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农业

燥机械化尧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化尧高效植保机械化尧免耕施

生产中袁进而取得较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遥农业机械化

肥精量播种机械化尧土地深松机械化等袁力争大幅提高产前

的推广应用在新农村建设中能够逐渐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袁

小麦种子加工尧产中小麦机械化植保尧产后小麦干燥机械化

可较好地将农业技术与农机机具结合在一起袁既可提高生

水平等袁进而实现小麦的植保尧耕种尧存储尧烘干尧收获等环

产效率袁又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支出袁还可促进区域农业的
可持续性发展遥此外袁强化基层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也会对
广大农民产生较大的影响袁既可让农民以更加主动尧积极的
态度参与到农业机械化生产中袁又可降低农技推广难度袁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率袁进而为促进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
的基础遥
2

加强基层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的对策

2.1 推动基层农机推广体系改革进程
各地农机部门应该紧紧围绕着野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
优质的科技服务冶袁依靠当前农机化及农业的发展需要袁通过
采取创新机制尧加强队伍尧理顺体制尧明确职能等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来建立健全基层农机推广体系袁切实提高农
机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遥与此同时袁在基层加大推广农机技
术和农机服务袁为实现农村地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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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一条龙机械化作业模式[3]遥
2.3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基层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袁政府的
扶持极为关键遥近年来各地政府都纷纷出台了野三农冶扶持
政策袁并且还给农民朋友发放农机购置津贴等袁这些行为都
有效提升了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遥基层农机管
理及农机推广工作对于新农村建设极为重要袁也有利于农
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鉴于此袁各地政府务必要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袁在资金尧政策等多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袁尤其是要
酌情提高生活较困难尧购买能力有限且处于贫困地区的农
户在购买农机设备时的补助标准袁最大限度地提高基层农机
管理与技术推广工作效率袁让广大农民朋友得到实惠遥此外袁
可以组织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和各乡渊镇冤农机工作负责
人召开购置补贴培训会袁就每年野实行自主购机尧定额补贴尧
先购后补尧县级结算尧直补到卡渊户冤冶的补贴方式进行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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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良好的群体结构
玉米合理密植袁株型塑造条件好袁群体质量高袁滴灌水

肥一体化种植将传统的匀行距种植变为宽窄行合理密植袁
既保证了滴灌时根际湿润尧横向间距达到合理范围袁又实现
了玉米个体优势和群体结构的合理搭配袁减轻了病虫害的发
生遥小麦单株营养均衡袁个体发育较好袁水肥一体化种植实
现群体最佳与个体最优遥
3.4

水肥墒情可控
滴灌可以在作物生长最关键时间给作物滴水肥袁保证作

物不受旱尧不受涝袁并且可以全部滴到作物根部袁有利于作
物充分吸收遥

2017 年宁夏农垦水肥一体化小麦测产为 9 647.55 kg/hm2袁较
常规种植增产 600 kg/hm2 左右袁增产效果明显遥2018 年宁夏

农垦水肥一体化小麦测产为 9 330 kg/hm2袁较常规种植增产
375 kg/hm2 左右袁增产效果明显遥
4.2 节水效果显著

2014要2017 年田间实际测试院贺兰山东麓项目区淡灰

钙土玉米水肥一体化栽培的玉米全生育期共滴水 13 次袁上
年冬水灌溉用水 1 800 m3/hm2袁总用水量为 5 550 m3/hm2袁而
常规种植玉米的灌溉量高达 12 750 m3/hm2遥玉米水肥一体化
种植省水 7 200 m3/hm2袁节水达 56.5%遥2017要2018 年小麦田
间实际测试袁水肥一体化栽培的小麦全生育期共滴水 11 次袁

4 节水灌溉取得的成效
4.1

平遥较常规灌溉增产 20%以上袁中低产田增幅达 30%~40%遥

增产效果显著

自 2013 年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以来袁在同等肥力

水平条件下的对照试验和大规模示范对比袁玉米产量最高
达到 20.7 t/hm2袁示范区产量基本保持在 16.5 t/hm2 以上水

总量为 3 780 m3/hm2袁较常规种植灌溉量渊6 000 m3/hm2冤节水
2 220 m3/hm2遥

4.3 节肥效果显著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滴灌较漫灌节肥效果显著遥

表 1 2013要2016 年示范区肥料投入量统计

氮素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滴灌
378.00
315.45
330.60
268.50

注院肥料投入量以纯量计遥

磷素
漫灌
502.50
450.00
420.00
420.00

滴灌
127.5
123.0
96.6
79.5

漫灌
138.0
103.5
103.5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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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量/kg窑hm-2
钾素
滴灌
漫灌
126.0
112.50
72.0
75.00
112.2
75.00
91.5
75.00

滴灌
631.50
510.45
539.40
439.50

合计/kg窑hm-2
漫灌
较漫灌减少/%
753.0
16.14
628.5
18.78
598.5
9.87
598.5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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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要求遥当然袁基层农机推广人员还应该要保持不断野充

解读袁对补贴申请流程尧所需申报表规范填写等方面进行

电冶的状态袁既要对农机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关注袁又要对

专项宣传培训曰二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袁在县人

农机推广方面的最新资讯进行了解遥唯有如此袁才能够更好

民政府政务公开信息网尧县广播电视台尧微信平台尧报刊杂

地为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工作服务遥三是基层农机推广机构

志及时公布叶2018原2020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曳尧实

要为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建立起增值绩效激励机制与评价体

施范围尧补贴目录尧补贴标准尧补贴程序等相关农机购置补

系袁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予以重奖遥一方面袁

贴政策资料曰三是深入到各个乡渊镇冤和村社通过挂图尧展

基层农机推广机构务必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尧福利分配制

板尧发放宣传资料尧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宣传农机购置补贴

度尧薪酬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袁尤其是要对农机管理及农

政策 遥

机推广工作的日常运行情况和不同级别内农机推广人员的

[4]

2.4 提高基层农机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

日常表现进行综合考核袁 制定切实可行的奖励分配方案袁

提高基层农机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潜移默

既要确保能够公平尧公正尧公开地发放奖励袁又要确保激励

化中提高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业务素质遥一是基层农机推广机

机制的公正和公平曰另一方面袁要确实有效监督奖励分配过

构务必要通过多种途径尧多种方式来加强农机管理及加大农

程与绩效考核过程袁确保做出贡献尧业务素质高的农机推广

机推广工作的宣传力度袁让全体职工都能够深刻认识到农机

人员都可获取到相应的奖励报酬遥

管理及推广工作的重要性袁力争在畜牧兽医系统内形成野人
人关心农机推广工作尧人人参与农机推广工作冶的良好氛围遥
二是基层农机推广机构与农机类的高等院校尧科研机构尧农
机生产企业等都要通力合作袁共同构建战略合作关系袁深入
了解其他单位的业务特点和需求遥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不仅要
掌握农机推广知识袁还要去学习其他单位的业务知识袁以便
有针对性地提供高增值性的农机服务袁这实质上也是参与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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