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对策
王健
和田市乌鲁瓦提水利管理局
DOI:10.12238/hwr.v5i5.3806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其中水电站行业发展速度较快,整体发展水平
有了明显的提升。
但是在具体的水电站安全生产运营管理工作中,管理方式比较粗放,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对提升水电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水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是经济建设与发展的
重要资源之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所以,加强水电站的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是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水电站的安全生产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并与国家的利益
息息相关。本文结合目前水电站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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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mong them, the hydropower sta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safety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the management mode is relatively extensive.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hydropower stations. Water resources are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s the
focu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 safety production of hydropower stations is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health and
safety,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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