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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施工技术以及相应的管理备受关注,这关系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与国民
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项目具体施工的过程中,施工技术应重视科学性和合理性,施工管理的落实能够保障项目
顺利的进行,想要让水利水电建筑稳定高效的完工,必须要对施工技术和管理方案科学的运用起来,以此才能
凸显出二者结合的优势,确保水利水电工程平稳开展。本文将主要分析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施工技术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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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houl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efficient comple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apply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cheme, so as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nd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is paper
will mainly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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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逐步的规范好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正确
的认知,保证更好的开展后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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