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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业的发展是越来越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对农田水利工程也
加大了投入力度,给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受
到了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难点的阻碍,无法将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和价值发挥出来,因此,需要提高重视并
制定优化解决策略。基于此,本文就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点及优化措施展开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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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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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ecause of this, the state has als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ncreased investment, which has brought a lot of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is hinder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the role and valu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an not be brought into pla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and formulate
optimization solu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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