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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水利工程项目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在工业与农业发
展中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管理工作,确保所有施工作业流程循
序开展,提升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让水利行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为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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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s have also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management, ensure that all construction processes are carried out in order,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that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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