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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发展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大力地进行着新农
村建设,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为了农业经济更好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农作物的生长成长都离不开水资源,而干旱、洪涝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又非常大,通
过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就能有效地缓解这种因素带来的不良影响,这类工程的规模都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应用的资金也比较少,在成本上也比较有优势,所以得到了推广。因此,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合理建
设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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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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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ow, China is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also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We should know that the growth of crops is inseparable from water resources, and drought and floo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dverse effects brought by this factor can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scale of this kind of projects is
relatively limited, so the applied funds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y have advantages in cost, so they have been
promoted. Therefore, th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new rural background; Rural areas;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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