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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水利行业的快速发展,农田水利工程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农田水
利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加强人员培训力度、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加强施工监管力度、实施成本
控制几种方法,以创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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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several methods of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cost control, to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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