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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不仅关系到基层民众生活质量,还是城乡建设中的核心工作之一,然而从实际情
况来看,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还显露出规划设计不合理、安全饮水不达标、产能利用率偏低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饮水工程重要作用有效发挥,侧面也反映因地制宜规划设计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十分有必要,可以妥
善解决当前饮水工程建设存在问题,并极大满足基层民众用水需要。鉴于此,对因地制宜原则在农村人安
全饮水工程的有效运用对策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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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rural people'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
Xia Li
Tongbai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grass-roots people, but also one of
the core tasks i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also reveals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substandard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low capacity utilization,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effective play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t also reflects tha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plan and design rura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hich can proper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drinking water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greatly meet
the water needs of grass-roots people. In view of thi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in rural people'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 are deeply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afe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Drinking
waterproject;Applie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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