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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性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本
文主要针对水利工程管理中的问题展开系统性的分析,从根本上实现我国水利工程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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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deas on the System Reform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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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o as to
fundamentally realiz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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