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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管理等与水资源相关的企业都可以归入水利事业。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水
利技术,不仅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水利事业的发展和创新。因此,深化水利技术创新
成为水利管理者提高水利管理能力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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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and other enterprises
related to water resour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age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modern
people,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Therefore, deepening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for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rs to improve their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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