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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小康
建设以及全面脱贫打下基础。而农村水利建设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对农民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为
此,就需要基于农村水利建设中的问题探讨如何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从多方面着手推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水利建设；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TU13 文献标识码：A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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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China has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andin an all-round way. The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and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lives of farmer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e problems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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