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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程项目的安全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在项目运行过程
中安全生产越发重要。安全生产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水利工程的标准化管理涉及了多个方面,
其对专业化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各水利工程企业需及时对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的特征进行分析,并将水利
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重视起来,保证水利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能够落实在
管理单位的具体工作中,使各单位能够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安全生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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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afety problem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 Work safety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volves many aspects, and its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ization are relatively high. Therefore,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need to time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fety prod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ation system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specific work of the management unit, that all units can ensur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afety prod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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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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