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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施工具有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复杂等特点,要想顺利实现工程建设目标就必须做好对施工
技术等各要素的监督与管理。本文运用调查法、文献法、归纳总结法首先对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存在问题、
应注意的事项进行分析,其次就如何加强施工技术管理提几点针对性建议,希望能为相关工作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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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Jian Guan
Sun Xinwu County Water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large scale, long cycle and
complex technology.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goal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literature method and summary method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n makes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echnical management, 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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