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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在科技水平逐渐变得发达,对于国内水利工程也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对于水利工程的规划设
计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这一点为国家提供更好的水利资源。在进行发展的过程当中国内的环境也逐步
变得恶劣。所以现在为了环境着想就需要在进行水利工程规划涉及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环境的影响评
价,同时这一评价在水利工程规划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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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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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bstract] Now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becoming developed, which has a great
developed the domestic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accerated the pac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roviding better water conservancy resources for the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also gradually became bad. Therefore, in the sake of the environment,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evaluation when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nning
involves it, and this evaluation plays a rol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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