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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的推行,各行各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在深化绿色经济的发展,而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也迎来了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同时这也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要
求。通过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实行合理控制和管理,有利于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发挥自身的特点,促进
农业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运行管理机制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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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walks of
life are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and the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s
a livelihood project, has also usher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dual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reasonabl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conducive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give play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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