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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如何解决资金投入力度不足、融资渠道有限、信息化建设不全面、信息化建设标准
不规范等问题,并拓宽其融资渠道,重视运行管理,为后续灌区科学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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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financing
channel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nonstandar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broaden its financing channels, pay attention to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the follow-up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areas.
[Key words] irrigation distri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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