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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对水利水电工程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如想提升水利水电工程整体建设
效率和施工质量,并同时防止旱涝灾害的形成,提出了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实施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鉴
于此,文章本文就以现代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进行分析,通过对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思路、
目标的阐述从而为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发展提供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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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mand for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also increas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drought, flood and water logging disasters, we put forward the modern and fin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xpounds the ideas and
objectives,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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