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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水利行业处于又快又好的发展时期,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更加深刻认识、全面把握可持
续发展治水思路,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做好水利行业的规划
环评工作,可以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依据,以合理开发利用为前提,保证水利工程项目社会效益与生态效
益的和谐发展。下面文章主要对水利工程规划环评面临的问题与工作策略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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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and good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trol idea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 good job in the planning and EIA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the premise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working strategies of the EIA for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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