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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可以确保项目工程安全性和施工进度,在实际施工以前进行有
效管理,强化施工企业的管理工作意识,对施工作业者进行安全技能培训,保证所有施工作业环节的规范
执行,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使水利工程项目实现最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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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ensure the project safety and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th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f all construction links, conduct effective management
before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safety skills train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perator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achieve the optimal economic benefi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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