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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导向作用,其主要承担着水力发电、农田灌溉等重要任
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许多发达国家已将科技创新理念融入水利工程建设中,并已成为实现精
细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而我国水利事业正在面临这一重大挑战。因此,还需要不断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效率,
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促进水利行业循环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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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mainly undertakes important tasks such as hydropower generation and farmland irrigation.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ntegrated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has becom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and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facing this major
challen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troduce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and promote the circula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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