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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为了农业生产具有更高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相关部
门需要不断强化农业行政执法,确保现代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需要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从而为
我国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农业行政执法的现存问题,然后从行政
执法体系,农资市场,法制宣传教育,行政执法监督,重点环节监管,执法队伍六个方面综合探究强化农业
行政执法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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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t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level
Liang Xing
Shandong Province Boxing County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Brigade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cale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have higher standardization,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o ensure the great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eam so as to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n explores the specific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from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agricultural materials market,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key link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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