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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对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农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影响,在工程项
目运行管理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对项目运行成效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在明确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优化意义基础上,分析当前实际运行中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优化路径,以此为相关
管理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为提升水利工程整体运行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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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ptimiza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China.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actual operation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management work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opera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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