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关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分析
吴金全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4.3780
[摘 要] 当前,水利水电工程事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水利水电工程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国
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且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造成影响。本文就探讨如何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现
场施工安全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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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affects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af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sit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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