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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农村水利对农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水利建设工程对农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
都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对农村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水利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但在一些偏远地区,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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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in Feng
Ningxia ruid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to agricultural water and residents' living
water. Although China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some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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