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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有效保证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安全,我国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力度,完善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运行管理模式,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本文主要探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旨在提高农村饮水工程质量,维护农民用水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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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Jun Liu
Water Management Office of Jianping Township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of rural residents,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perfected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and improv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and maintain the water using safety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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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水价和收取水费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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