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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河流治理工作中,建设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管理人员需充分了解工程建设中的不足,采取
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完善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现场管理工作,保障参建单位的切身利益。本文主要分
析了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和建设管理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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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Jiawei Yao
Yanbian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Managers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dopt a practical
management model, improve the sit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regulation projects, and
protect the vital interests of participating uni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 management; Problem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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