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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新疆经济建设得到了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工程也在不断增多。农田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的
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而更好的满足农作物
的生长所需,使农作物产量得到提高。施工技术管理工作能够对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过程进行科学、有效
的管控,确保施工质量,从而更好的带动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针对此情况,本文主要对农田水利工
程施工技术管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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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 has been vigorously developed, an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lso increasing.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neede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crop growth and improve crop yiel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n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better dr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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