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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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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工程作为水资源调控的重要系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起到重要的水安全保障。本文结合笔者实际工作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促进水
资源的高效、节约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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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Haixing Xiang
Yanbian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the key to produc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y. As an important
system of water resources regulati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water
security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economical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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