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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电力工程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将对我
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大了地方水
利电力工程建设力度,全国水利电力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从我国水利电力工程使用情况来看,水利电
力工程建设质量和设计方案有待合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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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Design Change of Tanmu Power Station in Dongxi River Basin, Wux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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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is a major event that benefits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is will have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regions in our country have intensifie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and the na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design schem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need to be reasonably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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