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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公路是农业和农民客货运输的唯一载体,是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为了
满足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农村运输需求,我国农村公路网络不断完善。通过农村公路的新建、改造等方式,
提高农村公路网络基础、实现农村公路路面硬化改造及扩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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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oads are the only carrier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passenger and cargo transportation. It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It is a necessary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rural transportation needs, my country's rural road network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oad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road network is improved, and the purpose of hardening and expansion of rural road pavement is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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