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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电力资源需求量呈逐年上涨趋势,而传统煤电
供电模式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也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加快电力资源领域结构调整与
转型已成为新时期一项重要发展内容。水电资源作为一种绿色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科学合理的开发与
利用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基于此,必须强化水电资源的高效开发,并积极推进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从而社会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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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mand for power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brought by
the traditional coal-fired power supply mode also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Therefore, accelerating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pow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tent in the new era. As a green and pollution-free renewable energy,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ydropower resource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we must strengthen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resource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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