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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经济效益发展迅猛,在促进城市化建设发展脚步不断加快的同时,农
村的建设发展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项目,其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运维工作更是关系到居
民生活质量的重点工程之一。笔者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通过本文提出了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工作的基本措施,并针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维工作的基本措施进行了详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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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Turhongjiang
Xinjiang Bole City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Water Supply Statio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omestic market economic benefi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r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project of social concern, among which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s one of the key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Based on his own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measures of the current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construction work,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easures of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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