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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化水利水电工程设施建设,能够起到防洪抗灾、充分利用水资源、提升电能生产量等多方面
的作用,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是一项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将对基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的
质量管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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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facilities can play
a role in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lief, making ful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mproving electric energy
prod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will study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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