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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条件改善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利国利民的重
要工程。同时,水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也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将把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
相结合,就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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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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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ving conditions.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benefi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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