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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水利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建筑市场的管理法规虽然越来越完善,但是对于施工
现场的管理工作还不够完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步必须提高现场管理的标准,同时,结合施
工项目的实际情况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打造企业品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对于水利工程质量的影响非
常大,施工单位必须加大管理力度,从多个不同的方面入手,寻找安全文明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文明
施工与市场以及社会的发展情况都有关系,施工现场的合理布置以及规划能够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概
率,保证施工能够顺利进行,并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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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etition in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lthough 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is not perfect enough. If an enterprise wants to stand firm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t must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on-site manag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a good
corporate image and build a corporate br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Safety and civilized construction on sit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the
construction unit must strengthen its management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safety and civilized
construction from many different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civilized construc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society. Reasonable layout and pla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ensur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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