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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饮水是否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农村饮水安全是基础工程,因此
必须加强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和村级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网升级改造,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
理落到实处,使农民获得比较满意的安全饮用水。本文分析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计的几点问题,笔者根
据自身经验提出相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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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认识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这对

施工团队,引进先进技术,建造施工前应

工程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饮水长

于提升管理效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深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根据建造地的

效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

应当增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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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有效的保护供水设备,积极配合相

和设备采购上,执行公开招投标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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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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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坚持质量第一,确保工程长效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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