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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的好坏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应注重水利工程
管理及其养护工作,并将其作为一个长期性的课题,加强研究、探讨与实践,不断改进、优化管理策略,让
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得到充分体现,促进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于
此,对如何强化水利工程管理养护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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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ill a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some extent,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trengthen researc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as a long-term topic, and constantly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to fully reflect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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