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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断深入时代背景下,农村资源开发类型不断增加,项目运行深度不断提
升,对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在简要概述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状及重要性基础
上,分析实际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改善对策,以此在提升农田水利工程水平基
础上,确保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更好的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要求,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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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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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ype
of r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the operation depth of the project a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posing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status and importance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can better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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