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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在水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予
以高度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建设管理措施,才能够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保证,增强农业经济效益,维持农
业生态平衡。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管理的对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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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extrem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case of very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only by paying high attention to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and
taking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we provide guarante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nhance agricultural economic benefits and maintai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bala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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