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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稳定发展,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水利工程需要
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进行,容易受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利于施工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
为全面维护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性,有关单位就应加强项目管理工作,严格控制工程的质量、工期,以促
进水利工程的稳定发展,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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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cause develops steadily,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t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complex
and harsh environment, which are easy affected by many external factors 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work.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maintain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relevant uni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work,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benefit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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