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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了支持。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地质、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带来了严重的干旱问题,水利部门需要强
化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力度,建立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体系,深入分析自然灾害对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避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损失,文章主要分析了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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