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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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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解决山区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绝大多数农户
用上了集中供水或自来水,人们的健康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山区农村还有居
住在边远吊脚的少数农户还没有用上集中供水或自来水。为此,文章探讨了解决山区农村这类居民饮水
安全问题,彻底打通农村饮水安全“最后一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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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Thorough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in Rural Areas
Li Gou
Jinbao Sub-district Office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of Pingchang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and local finance has invested a lot of funds to solve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blem of rural resid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The vast majority of farmers are provided with
centralized or tap water, and people's health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a
few rural farmers living in remote stilted areas can not use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or tap water.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solving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of resid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thoroughly achieving the "last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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