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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电站建设是利国利民的重要民生工程,现阶段水电站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问题是水利水电
建设工作中的弱项,这项工作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严重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实施,还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
响,严重者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在水电站征地移民工作中,需要对迁移的居民进行妥善的安排,尽量
满足征地人民的生活需求,以提升征地移民工作水平。本文主要对水电站征地移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应对措施,希望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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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blems in land requisi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Yunfei Yu
Xinjiang Yili River bas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project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now hydropower station land compensation and resettlement problem is the weak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work, if the work is not handled well,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but also cause bad impact on the society, and even cause social
unrest.Therefore, in the work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arrange the relocated residents to meet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land expropriated and resettlement
people as far as possible,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esettlement work.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land expropriation and migration work,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researchers in releva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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