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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在进行施工管理过程中,为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需要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和阶段性要求,进行工程全过程的管控,确保水利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让其始
终保持良好的工程面貌,不断提升工程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在项目完成之后,做好项目的风险评估和质量
检查,保证工程安全、稳定的运行,通过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极大的提升管理效率,促进水利
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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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he basic industr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we need to control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roject,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keep a good project appearance,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projec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quality
inspection shall be done to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fine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has been increased, which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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