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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洪体系建设既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重要保障,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区域防洪体系,是水利水务部门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在简要概述现代化区域防洪体系建设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当前具体工作开展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实际
提出对应的完善路径,以此为防洪规划及管理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洪涝灾害监测和治理水平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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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lood control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live and
work.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building a modern regional flood contro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affairs departments.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dern regional flood control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concrete 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path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lood contro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level of floo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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