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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证水利施工的安全性和高效性,一直是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需
要基于水利工程实际特点出发,制定标准化管理体系,规范生产行为和生产秩序,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降低
施工安全风险。本文将探讨和研究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的主要特征及标准化管理有效路径,希望能够在实
践工程项目中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将施工管理举措予以贯彻落实,从而为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提供切
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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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afety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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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top prior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which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mulat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ize production behavior and production order, eliminat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in
time, and reduce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 stud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afety production and the effective path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hoping to play a
reference in practical projects, and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arantee for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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