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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农业管理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水利灌溉工程施工,它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在水利工程中
发挥重要且关键作用,能够进行灌溉,在管控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管理流程被忽视情况,由于不到位
的技术,使得不完善的建设与监督管理得以存在。农民不能充分认识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要性,对存在施工
管理中的部分问题不重视,这就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具有较强可行性的管理对策探讨出来,从而为整
体进步与创新的实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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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s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projects.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and
key rol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can be used for irrig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management process will be ignored. Due to inadequate technology, imperfect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can exist. Farmers can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and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some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with strong feasibility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overal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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