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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障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是优化水资源利用、促进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从现阶段农
田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质量控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要强化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
量控制,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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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the key to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its quality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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