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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是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重点项目,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具有灌溉、蓄洪、防
洪、供水等多种功能。然而,当前我国在水库管理方面的工作存在诸多不良问题,水库建设安全问题时常
发生,管理设施方面存在缺欠。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水库管理工作,制定完善的水库管理策略,严格按照
规定标准开展管理工作,保证水库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目前我国在水库管理方
面的实际状况,并针对提高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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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 is a key proj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has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irrigation, flood storage, flood
control, and water supply. However, due to many unhealthy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current reservoir
management and deficiencies in management facilities, the safety problems of reservoir construction often occur.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reservoir management, formulate a sound reservoir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carry out management work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standards to
ensure that the reservoir can play its own rol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rvoir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and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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