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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具有非常广阔的农村覆盖范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不断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虽然现阶段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和
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农村河道生态问题尤为突出。农村
河道生态环境就是由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致使河道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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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methods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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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very broad rural coverag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lso improving. Although the rural econom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t this stag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rural peopl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lso follow,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rural rivers. Rural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infringed to varying degree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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