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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政府对水电站建设投资的稳步增加,水电工程规模快速扩大,水电开发力度不断增强,水电
站的建设也越来越多。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影响下,水利水电行业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工程设计施工期
间尤其是工程质量问题十分重要,要想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重视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管理的具体情况,加强对其项目管理干预,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科学合理的施工措施,以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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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eady increas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the scale of
hydropower projects is expanding rapidly, the intensify hydropower development is being enhanced, and the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industry is also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very important during the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create a better
social environmen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intervention in it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ak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o sav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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