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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水利工程规模的不断加快,同时要求和施工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工程中的施工与人员
的安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是一项大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若缺失充足的安全措施保障,容易
引发事故,对我国的经济和人民安全造成影响,为此文章对如何有效加强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展
开了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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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is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and the
requirements and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re also increasing. The safety of engineering and personnel during
construction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 large project. If
sufficient safety measures are lacking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easy to cause accidents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safety in the country.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studies and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safet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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