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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自古以来作为利国利民的国家基础设施,在国家基础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传统农业种植方式也有了大改变,国家对水利
工程建设也不断加大投入中。由于水利工程项目投资越来越大,要求使用期限也不断加强,工程施工技术
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作为现代民生工程,水利工程施工需要高强度的专业性和规范性,才能确保现场施工
顺利开展,为人们提供良好水利资源服务,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本文就水利工程施工
管理进行浅要分析,探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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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hun Zhang
Yulong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 Ltd in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as a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benefi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Chin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lanting methods have also changed greatly, and the state is also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service life,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As a modern livelihood proje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needs high-intensity professionalism and standardiza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on-site construction, provide people with good water resources services,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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