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航建设

Journal of Port and Habour Construction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61-4650(P) / 2661-4642(O)

简析城市防洪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与运行管理
王天宇
盐城市市区防洪工程管理处
DOI:10.12238/jphc.v2i1.2928
[摘 要] 防洪水利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设施建设,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想要防洪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就要
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强防洪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但是目前我国现阶段防洪水利工程运行过程
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应抓住防洪水利工程建设的关键,建立完善的防洪工程运行管
理体系,进而促进城市防洪水水利工程运行水平。本文就城市防洪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与运行管理进行探析。
[关键词] 城市；防洪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
中图分类号：D296.1 文献标识码：A

Brief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Urban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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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ility construction, flood control proj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servancy projects requir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flood control projec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my country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servancy projects, establish a perfect flood prevention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operation level of urban flood preven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urban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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