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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努尔曼•诺尔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水利局
DOI:10.12238/hwr.v6i1.4196
[摘 要]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今天,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水利工程合理管理对安排居民用水、水
力发电、控制洪水、减少灾情损失起着重要作用。有效地管理水利工程运行,保证工程正常运行,同时发
现和处理水利工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我国现阶段有关部
门主要研究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问题,对水利工程运行实施有效管理,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工作,这样才
能保证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基于此,文章就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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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ing population today, the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is also increasing.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rranging residential water
use, hydropower generation, controlling floods, and reducing disaster losses. Effectively manage th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 and deal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avoid unnecessary harm and
loss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t the present stag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our country should mainly stud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ensure the sound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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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3.4合理利用水利工程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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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修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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