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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水库运行管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以四川省巴中市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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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作为水利工程体系的核心设施,其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着水利工程作用的发挥。目前,
我国农村水利工程正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管理型转变,水库运营管理改革创新也就势在必行。本文针对
当前农村中型水库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水库管理和运行的新措施。旨在为农村中型
水库规范管理和有效运营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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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edium-sized
reservoirs -- Taking Youyi Reservoir in Bazho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uan Wang
Bazhong City Youyi Reservoir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Abstract] As the core facility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system,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reservoi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ole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t present, China's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and extensive to modern management, an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reservoi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s also imperative.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medium reservoir, it proposes new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reservoir, to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rural medium-sized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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