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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整体快速发展,使得淤地坝建设项目逐渐增多,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淤地坝在水土治理工作
中的重要性。加强淤地坝建设管理质量,对于提高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在找到淤地
坝建设工程中的问题基础上,要坚持以科学管理为中心,淤地坝建设管理中要落实权责制度,具体的要做
到淤地坝建设管理中以工程建设为主体,以科学技术作为辅助,切实保证工程建设目的落实,有效地防止
水土流失,起到防洪、蓄洪作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田建设,合理开发当地资源,实现当地生态和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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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a whole has led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ilt dam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silt dam in water and soil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of silt da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t present, on the basis of finding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ilt dam,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scientific management as the center. The system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silt dam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silt dam should be managed with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body. With the ai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goals, effectively
prevent soil erosion, play a role in flood control and flood storage,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farmland construction, rationally develop local resource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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