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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建设当中,水库工程是城市供水的基础与保障,也是水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
水库建设与投入运营中由于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则会导致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状况较为严重。因此采
取针对性措施对水库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成了当前水库建设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对于提升水库水质
安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鉴于
此,文章就水库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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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servoir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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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reservoir project is the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I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not paid
att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reservoir, the 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ill be more serious. Therefore,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reservo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problem facing the current reservoi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safet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ls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servoir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poses relevant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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