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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水闸工程作为中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尤其是近年来水闸工程的大量建设,在保障水利基础设施平稳运行的同时,
也为国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在水利水闸工程的建设管理过程中,层出不
穷的水闸工程施工安全问题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在水利水闸工程施工中要对现存的问题及
可能的安全隐患进行针对性排查,以全面提升水利水闸工程施工管理质量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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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luice proje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sluice works not only ens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brings certain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to the countr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sluice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sluice proje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is rega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sluice project, targeted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ossibl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quality and safety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slui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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