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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我国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水资源调节、农业灌溉以及发电
等诸多功能。由于水利工程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保证
施工进行的稳定性,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各项要素进行协调。本文重点就水利
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和管理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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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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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public infrastructure syste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take many functions of water resources regulatio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needs to consume a lo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und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coordinate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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