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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程。随
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水利工程建设也愈加重视。而在实际施工期间,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具
有工艺较难、内容复杂,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在特殊的施工条件及施工环境下,我们对于小型水利工程
安全事故防控要求也相对较高。基于此,文章就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及其管理进行探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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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i Hou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management station in Shawan City
[Abstrac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not only controls the lifeli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a systematic proje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uring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icult process,
complex content and uncertainty. Under special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and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our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mall-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lso
relatively high.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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