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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关乎到民生的重大工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推动着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向前
发展。所以,应加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提高管理的效率,使得水利工程项
目良好地运行,把我国丰富的水资源利用起来,促进水利工程高效、快速发展。同时,水利工程后续的管
理和养护工作是水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工程竣工后,必须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养护才能保
证水利工程后续的正常运行。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要按照水利工程设计的标准,保证工程本身及其保护
范围内的防洪安全,防止发生事故,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为了确保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的顺利实施,
运用科学合理的施工管理模式和维修养护方式,确保水利工程的质量。但是现阶段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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