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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质量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因此,
为了充分的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就必须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保证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水利工程相比
于其他工程来说,其施工周期较长,施工内容更为复杂,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且施工环境也较为苛刻,这就导
致施工质量很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质量问题。对此,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水利工程
施工项目管理,结合施工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积极引入先进的管理办法,不断提高施工工艺水平,
强化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加强施工现场的监管,从而实现对施工质量的控制,保证水利工程的安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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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the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must take effective managemen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mpared with other project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s a long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concealment,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is complex, and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s
harsh, which leads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easy to b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then produces quality
problem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ctively introduce advanced management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nd the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sit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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