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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不仅对国家水利治理效果存在密切关系,还对国家水电使用的良好发展起到直
接影响。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能够有效控制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保障居民的水电使用,应予以重
视。本文对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并重点阐述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相关
技巧,以供相关单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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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ortance and Skill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dget Preparation
Xiaoy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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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na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governance, but also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ydropower use.
The budget compil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use of water and electricity, which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resi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dget prepar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skill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dget preparation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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