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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三大产业之首,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当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农村水利灌溉是农业
发展的核心环节之一,在现代化建设中将节约用水的理念贯彻到农村水利灌溉当中是我国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就农村水利灌溉中节约用水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探讨农
村水利灌溉过程中的节约用水现状,提出农田水利高效节能的灌溉措施,以及提高灌溉的效率和节约有
限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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