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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投资不断加大。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具有施工周期
长、工程量大、投资大等特点,需要切实做好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将具体措施落实到管控的各个环节,重
点关注水利工程设计阶段,推进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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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Because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long cycle and large
volume and inves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mplement the specific
measures to each link of control, focus on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stag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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