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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逐步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加强农村地区
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也是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为此,文中分析了目前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的基本特点以及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提出了有效解决的措施,希望能帮助进一步提高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质量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 饮水安全；建设；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V73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Mountainous Areas
Yingjun Qiu
Pingchang County River and Lak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Burea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narrowed the
gap between countryside and c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this e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explore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hoping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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