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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项目,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加大对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视力度。因部分地理环境的限制,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数量减少,小型水利工程逐渐增多,
但遇到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做好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解决现存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内容。本
文就对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展开详细分析探讨,希望对从业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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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China will naturally increase the attention to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om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number of larg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ecreased, and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gradually increased,
bu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also emerged. Therefore, doing a good job of managing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olving existing problems has become the key content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detail, hoping to help the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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