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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水利工程的不断扩大。并且由于我国
的水资源储量有限以及人口基数庞大,导致人均水资源十分稀少,为有效解决水资源调配、利用等方面所
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很多地区都加大了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以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来有效进
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但水利工程的项目规模庞大,在开展一系列建设任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工程
现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工程企业在开展水利工程建设任
务时,都要结合区域情况和工程建设要求,做好总体的规划和设计。
[关键词]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lin Xu
Bosten Lake Management Office, Bayingoleng Administration Bureau, Tarim River Basin, Xinjia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promoted.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imited reserve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large population base in China, the per capita water resources are very
scar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deploy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many
regions in China have increased their fund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owever, the scale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huge. While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construction tasks, it will inevitably have a large or small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roject
sit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must make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ional situation and project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when carrying ou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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