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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水资源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和水旱灾害防治的主要
工程措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成了几万座大
中小型水库,还有如三峡工程、溪洛渡、白鹤滩等一大批巨型水电站,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
利条件。水利水电工程一般规模大、投资高、建设周期长、技术复杂、风险因素多,并且每个项目的
特点都不一样,建设过程遇到的问题也不同,所以要积极做好建设前的研究,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做好
建设管理工作。本文就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探究,找出解决措施,以促使水利水电工
程的发展。
[关键词] 工程建设；管理问题；水利水电；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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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ianghui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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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main engineering measures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reservoirs have been built,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giant hydropower stations such as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Xiluodu and Baihetan, which
have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generally have large scale, high investment, long construction cycle, complex
technology and many risk facto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ject are different, 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do a good job in the
research before construction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atically and pertinent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finds out the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Key word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sue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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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利灌溉管理效率的提升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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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灌溉是农业发展的源泉,对农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水资源时空和季节
的分配不均,导致农村灌溉用水存在很大的问题。部分农村地区常年处于缺水状态,对农业的发展极为不
利。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水利灌溉,满足农村灌溉用水需求,从而推动农业的发展。本文就从提高农村灌溉
管理效率入手,浅谈水利灌溉管理效率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 农村；水利灌溉管理；效率；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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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Mingqin Lei1, Kaixun Ma2, Yintao Zhang3
1 Luobei channe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Luoning County
2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Yucheng County
3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Pingdingshan City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is the sour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ime, space and seasons
in China,there are great problems in rural irrigation water. Some rural areas are in a shortage of water all the year
round, which is extremely un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e must strengthe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meet the demand for rural irrigation water,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irrigation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rural areas;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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