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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对其管理水平方面尤为关
注。因此,为了尽可能提升水利项目的管理水准,相关从事者不仅需要对管理从事者做专业技能的指导,
提高人员的总体素质,还应该对自身现有的管理方式做出改进,把较为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运用到水利工
程的管理当中,同时增加对信息系统的研究力度,这对提高水利工程的管理效果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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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specially its management level.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much as possibl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not only ne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kills guidance to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ersonnel,
but also improve their existing management methods, apply mor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ncrease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ystem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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