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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指的就是小型灌
区、塘坝等等,是支撑农村地区农作物生长的基础条件。然而,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资金投入力度不足、工程建设安全性较差、规划能力不足等等,导致
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效不佳,本文则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积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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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crops, and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fer to small irrigation
areas, ponds and dams, which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crops in rural areas. However, in
the research of some scholar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such as in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poor safe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planning capacity and so on, which lead to the poor result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ctively studies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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