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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地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需要不断把握信息化建设,注重强化饮水安全工程的维护,保
障地区性民众用水。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的建设,将为地区饮用水信息的采集、存储、统计,以及平台的
管理提供方便,大大提升地区饮用水安全工作的运营效果。因此,这里就围绕着新疆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
建设做研究并给出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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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 Xinjiang
Min Huang
Mulei County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management station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Xinjiang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grasp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maintenance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regional people. The construction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will facilitate the collection, storage, statistics and platform management of regional
drinking water information,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ect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work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Xinjiang and gives strategic references.
[Key words] Xinjiang region;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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