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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农村农田灌溉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进
程,更别说保证农民合法权益了。为了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需要对农田灌溉过程中所存在那些问题深入
地剖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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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Lizhu Wa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in Shen Count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These
problems seriously hinder the proces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are also very disadvantageous to the
maintenance of farm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In order to improve farmers' economic incom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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