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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升级,然而在面对
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水环境与水资源污染的问题日趋严重,对于水文水资
源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强。因此在面对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保护方面,应采取有效的
措施,强化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优化防洪减灾措施。基于此,本文从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以及防洪减灾
措施等方面来探究如何有效的改善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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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upgraded. However, in the face of meeting the growing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control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 are also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optimize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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