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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经济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为充分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田水利工程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技术、
环境、人员管理层面的问题为其发展带来了重重的阻碍,相关人员应该注意对于施工技术的思考和探究,
从而寻求高效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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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econom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ully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rop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owever, the problems i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have brought many obstacles to its development.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seek efficie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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