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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中介绍了平昌县西
兴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的现状,分析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
索提出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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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Xiuying Zhao
Xichang County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Pingch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creas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Shixing Town, Pingchang County,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xplor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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