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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深化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基础建设的力度也在随之增强。水利水电项
目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各方面均对水利水电项目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施工管理也更为关键。
水利水电项目施工相对复杂,因此在管理方面也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管理体系的复杂程度也较高。如
果管理制度不完善,便会导致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施工方需充分意识到水利水电项
目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运用更为可行的措施提升管理效率,从而保证水利水电项目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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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the intensity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ll aspects put forward higher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also more critical.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relatively complex, so the management is also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also high. If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it will lead to economic losses and seriously affect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party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dopt more feasible measures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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