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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国家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施工管理都保持着高度重视,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平在施
工过程中已经进步并提高很多,但仍然存在很多管理方面的问题,导致水利工程的发展被限制。因此,水
利工程的建设施工管理应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的新形势来不断调整思路,发现问题所在,改变旧理念,进行
创新。本文就水利建设施工管理的创新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相关问题和创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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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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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state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progressed
and improved a lo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management problems, resulting i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hould constantly adjust their ideas, find out the problems, change the old ideas and
innovate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current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problems and innova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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