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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促进各个领域的发展,其中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作为保证民生
的重要建设工程,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其重视,确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制
定针对性施工安全管理方案,避免产生较为严重的危害而无法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的有序进行。除此之
外,只有充分认识到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的意义,才能够展开针对性管理,为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打
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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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in the context of s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to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be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formulate targeted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plans to
avoid serious harm and cannot guarante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addition, only by fully real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an targeted management be carried out and a good foundation be laid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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