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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水闸施工的有效开展能够确保顺利进行水利工程建设,相关
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确保能够对其项目施工进行合理优化,提升整体工程质量,推进我国现代水
利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综合探究进行水闸施工管理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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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sluic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i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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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luice construction can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to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be reasonably
optimized, improve the overall project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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