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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所涉及到的内容相对较多,相关工程单位以及水电安全管理机构部门
应当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计划,参照水利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需求明确各项安全管控指标,构建完善的
安全管理制度。同时单位内部的安全管理部门还应当落实高质量、高效率的安全教育培训,深化全员安
全工作意识,以此来提高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本文对加强水利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分析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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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relatively many contents involved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levant engineering units and hydropower safety management agencies should formulate effective
management plans, clarify various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dicator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safety management and build a perfec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safe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within the unit should also implement high-quality and high-efficiency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deepen the safety work awareness of all employe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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