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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农村农业经济的保障,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利用对于提升农村经济发展
速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使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基于调查法、文献法
等对小型农田水利灌溉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各项问题展开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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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ping methods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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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he guarantee of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speed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literature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nd explores how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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