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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统一领导下,我国基层农业发展体系中,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术推
广和应用水平全面提升,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多方面因
素影响,工程运行管理层面还存在诸多方面问题,限制了节水灌溉技术成效的落实。本文在明确节水灌溉
技术应用必要性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改善路径,以期为相关管理工作
开展提供参考,为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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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Gulinur Yiming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station in Bole city, Xinjiang
[Abstract]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in China's grass-roo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owever,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due to
many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which limi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results. Based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application
necessity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paths accord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management work and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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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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