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利经济发展中财务管理的重要性研究
陈乐
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hwr.v4i7.3141
[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涉及了众多环节,是一项工期漫长的复杂性工作,而水利工程的有效开展对
于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防洪效果优化都有着重要帮助,有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水利经济发
展中财务管理工作直接影响水利工作的利益,所以在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性发展背景下,水利经济发展
中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越发显著。针对此种情况,本文就将对水利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
性问题展开详细论述,希望对我国水利行业的稳定发展提供合理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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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要求就是提升财务管理和监督力度,
通过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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