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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和我国人口不断的增多,水利工程事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水利工程
事业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中的命脉,在基础产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由此看出做好水利工程事业对于我
们的整个社会来说,是造福人民的大事。因此需要抓好水利工程管理,从而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基于此,
本文将对抓好水利工程管理确保水利工程安全的有效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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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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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its status in the basic industry is also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doing a good job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 major event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for our entire society. Therefore, we need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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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等给工程进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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