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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一切生物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它。为了充分发挥水
库工程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效益,就必须通过管理才能实现。做好水库工程的管理与养护,就能维
持工程的正常运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文章关于水库工程的管理养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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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a very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 all biologic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re inseparable from i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flood control,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and power generation, it must be realized through management.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eservoir projects can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play its due role. Given this,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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