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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村农田水利的飞速发展,其工程管理水平的成熟度,对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有着不
可避免的直接影响,包括管理工程质量、管理的进程等内容。本文主要针对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情况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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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Guanghui Tian
Huimin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maturity of its project
management level has an inevitable direct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includ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ject quality and management process. In this paper,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small-scal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briefly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rural areas;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roject management; Exploration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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