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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近期我国治水的主要矛盾从人民群众对除水害兴水利的需
求与水利工程能力不足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能力不
足的矛盾。为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持续水安澜、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
的需求,还需要新建一批特色水利工程,以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但是水利工程通常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一
定的影响,下文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生态环境影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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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 long-term task.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my country's water management has changed from the people's demand for water damage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nsufficie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apabilities to the people's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 contradiction of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capacity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n order to basica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continuous water security,
high-quality water resources, healthy water ecology, livable water environment, and advanced water culture, a
number of speci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need to be built to enhance water security capabilities. Howeve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suall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following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on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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