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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安置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随着大中型水利
工程移民安置监督评估制度的推行和监督评估企业多年实践的经验积累,移民安置监督评估的作用和
价值不断得到提升。通过监督评估企业开展的一些列监督调查、分析评估,基于企业各专业发展经验的
积累,发现水利移民安置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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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rove the Role and Value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Enterprises in R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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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ttl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a difficult and complex social
systems engineering involving multiple interes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hydraulic
engineering resettlement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and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enterprises over the years, the role and value of resettlement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rough a series of supervision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enterprises,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resettlement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immigrants ar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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