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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河流岸线利用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河流岸线利用的指导意见、评论以
及保护措施,有助于实现河流岸线资源的科学管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确保防洪供水安全,对于我国
社会安全和水生态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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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ver Sho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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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ver shoreline, and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opinions, comment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which is helpful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river shoreline resource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flood
control and water suppl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social security and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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