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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国家都高度重视农村群众的饮水问题,且在不断增加人力、物力及财力投入用于农村
饮水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在国家的高度关切与各方的不断努力下,农村饮水困难、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等
问题有了很大改善。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对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中的一些不足与解决对策进行分
析论述,希望能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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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enci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ural Drinking
Projects
Wang Wei
Water Conservancy Station of Tashi Yao and Shui Nationality Township
[Abstract] The state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rinking water problem of rural people, and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With the great concern of the state an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he
problems of drinking water difficulty and substandard drinking water quality in rural area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ome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ural drinking project, hop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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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
中的不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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