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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在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稳步实施,推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已
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这就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政水资源管理工作的管理水平必须
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样对生态的保持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当前水政水资
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现水政水资源管理工作状况的有关措施展开了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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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in our socie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promotion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water administr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water administr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o as to ensure ecological mainte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water administr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administr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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