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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作为我国现代水利技术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动力。因此,做好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业发展,在加快我国
农村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质量修建农田水利工程,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因此,探究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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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rural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Lu Cheng
Jilin provincial Material Reserve Management Center
[Abstract] a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in China,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refore,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can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a great extent and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must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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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责权主体不够明确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

设备,严重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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