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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灌溉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确保农业生产活动健康有序发展、生产水平有效
提升的重要支撑。基层农田水利灌溉管理是涉及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技术应用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性
工作,是确保水利灌溉工作成效充分体现的重要基础。本文在简要概述基层农田水利灌溉工作主要内容
和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实际工作开展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改善对策,以此为管理工作开
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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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g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level. Basic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management is a specific work involving management concepts, management method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etc., which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full embodi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work.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main contents and importance of basic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actual work,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in a targeted manner,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work and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level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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