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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只有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才能够规避
风险问题,推进施工进程。在以往的管理模式中,由于对安全问题的不够重视,工人安全意识不足,从而
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并且在发生问题后,也未能完全根治问题,导致风险扩大。因此为加强水利水电
施工时的安全管理,应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对问题的分析,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问题,做出针
对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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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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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afety issues are the focus,
and only b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can we avoid risk problem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previous management model, due to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afety issues, workers'
safety awareness was insufficient, which led to some problems. And after the problem occurred, it failed to
completely cure the problem,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risk.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a corresponding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formulated,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different probl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combined to make targete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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