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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中,农田水利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质量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我
国农业生产覆盖全国不同地区,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
入也有明显不足。本文在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必要性基础上,分析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实际提出工程提升优化的基本策略,以此在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基础上,为我国农业产业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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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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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ver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invest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lso obviously insufficien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necessity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y of project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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