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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进行民生建设的基础支柱性工程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管理理念与管
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水利工程的实际管理需要。所以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应该积极主动革新管理思维与
管理体系。大胆应用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措施,同时有效落实化每一个现代化与精化管理细节。以此逐步
提高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确保其投入使用后能够安全稳定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助力。基于此,本文对水利
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提出了建设措施,以期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和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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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one of the basic pillar project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anagement model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actual management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novate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Boldly apply scientific modern management measures, while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every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d management details. In this way,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be gradually improved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safely and stab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fter they are put into us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construction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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