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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当下的工程项目建设需求,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需要实现与信息化技术的充分融
合,打破管理人员传统工程项目管理理念,借助信息化技术加强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优化水平,强化施工
管理质量,在降低施工成本的前提下,确保项目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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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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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needs to be fully integrat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reak the tradi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concept of managers, strengthen the design optimiza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quality, and ensur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on the premise of reducing constru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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