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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土地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三农”问题的深化研究,我国农村
地区的经济建设、环境发展呈现良好的趋势。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人口数量、经济建设、
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出现变化,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需求正在逐渐提升。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进
行研究,可以看到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了建设后劲缺乏、工作人员经验有限等现象,为了提高水利设施建
设的质量和水平,基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需要明确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此促进农业现
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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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China'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sues,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show a good trend. However,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changed, and the construction demand of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phenome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such as insufficient capital base, lack of
afterforce, limited staff experience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based on the needs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clarify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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