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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各项基础设施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水利工程总
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在其运行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对水利工程的效益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本文主
要分析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的问题和对策,为改善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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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Qiang Luo
Beijing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loop Management Offic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s infrastruc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which the overall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ad influences on the benefi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ng
management,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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