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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水库长期以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小型水库在农业灌溉、防洪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水库工程一旦出事不仅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做好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此,文章就小型水库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TV74 文献标识码：A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eservoirs
Fuxing Kou
Xiaofendi Reservoir Management Station, Shawan City
[Abstract] My country's reservoi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mall reservoi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flood control, and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y country'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However,
once the reservoir project has an accident, it will not only bring huge economic losses, but also cause great harm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eservoir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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