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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为促进农业的正常发展,在农田水利方面,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
在农田水利中采用了新的技术设备,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的运行和保护存在很多问
题,亟待解决。本文简要分析了相关问题,并简要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以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
管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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