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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管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农业用水以及农村居民的生
活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对农田水利管理提高了重视程度,也完善了水利工程管理手段
和管理方案,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农田水利管理质量的提升还有很大空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田
水利设施事关国计民生,做好农田水利管理是提高现代化管理程度的关键依托,本文围绕着农田水利管
理展开论述,希望能发挥水利管理的多方面功能,为农村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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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eve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water use and
the lives of rural resi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management pla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owever, problems still exist, an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hina is a traditional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r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Goo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is the key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modern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hop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growth of rural economic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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