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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其在防涝抗旱、防洪蓄水与发展农业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工程建设管
理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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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he basic industry of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lood prevention and drought relief, flood control and water
storage,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lso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and the subsequ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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