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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下,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工程建设中环境因素问题日益突
出。国家对水利、农业、渔业以及各个地方的重要领域经济投入也不断增加,同时加大了对水利工程建
设的重视,确保水利项目建设能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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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expanding, and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tate's economic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e, fishery and other
important fields in various places has also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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