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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对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工作是确保水利工程进行高效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需要以水利
工程实际情况为基础,解决实际的使用需求,实现相应的经济以及社会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水利工程管
理与养护工作的要点进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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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intenance key poi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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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lve the actual use needs, realize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ain poi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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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我国经济突飞猛进,极大的推动了基础性工程的快速

2.1养护机制不完善

发展,其中,水利工程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水利工

现阶段,我国的水利工程管理以及维护工作主要由行政单

程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管理与养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位负责,所有工作均按行政命令进行。由于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

也在日益增加,降低了水利工程的经济及社会效益。为了让水利

特殊性,管理机制缺少相应的市场竞争,管理人员以及养护人员

工程充分发挥其作用,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结合其存

的责任感相对较弱。在日常管理中,需要对开展的工作进行层层

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效地管理以及养护方案。

申报,逐级审批后,才能执行,这不仅延误了养护时间,使得水利

1 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的主要内容

工程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和保养,无法发挥水利工程的特定功

水利工程的管理与养护工作包括日常管理、检查、年修、

能,严重的还会缩短其工程服务寿命。

大修和应急抢修等一系列工程任务,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对

2.2需要提高水利工程养护人员的素质

于确保工程质量非常重要,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首先,

由于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的岗位管理由相关行政单位负责,

日常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保证水利工程的安全施工及运行和满足

相关部门对水利工程项目的养护和养护工作重视不够,配置的

其质量要求,其次,检查工作是监督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及施工

专业人员能力不足,所选水利工程养护人员逐步年轻化,专业水

质量,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确保安全高效运行,最后,定期进行年

平不高,缺乏实践经验。在实际的养护工作中,大多只是简单的

度养护,水利工程类型不同,养护工作也不同,比如土坝主要针

日常检查、清洁等表面工作,无法发现更深层次、更严重的病害,

对滑坡、裂缝、开挖以及回填等工作。大修和应急抢修针对特

水利工程的安全风险更大,迫切需要资深养护人员带领新人共

[1]

定环境下进行有针对性的保养修复等 。一般情况下,在水利工

[2]
同进步,提高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 。

程进行养护的过程中,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及时进行检查,

2.3水利工程日常养护缺乏规范

做好预防工作。第二,出现问题时,及时进行维修；第三,必须确

水利工程的相对较大,日常的管理以及养护工作量也非常

保施工进度,并确保养护质量。第四,严格按照相应的技术标准

大,需要相关养护人员具备较强的耐心以及责任心。同时,水利

进行工作。

工程要做好养护工作,需要制定完整的养护计划。但在具体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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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程中,缺乏完善的养护机制和成套先进设备。因此,需要规

建立和实施先进有效的工资分配激励制度,为整个水利的管理

范养护流程及操作规范,按时保质完成养护工作,使其工程质量

和维护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能满足规范的要求。

3.3需要确保管理和养护资金到位

2.4缺乏专业养护技能

国家需要高度重视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巨资搞好管理以及

与西方国家进行对比,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发展比较晚,水

运营。不过,现时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未能满足实际需要,如果

利工程后期没有做好养护,无法保证一个完整、科学、系统的建

现有的设备和装置已经过时,就必须完全拆除。推进保障工程整

设过程。由于没有行业养护指南,养护人员只能根据以往的施工

体改革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大大减轻管理服务人员的工作

经验进行养护,我国的水利工程较多,地形复杂,设计及施工方

量。因此,在早期阶段,将需要对初始资本进行合理规划。各级

法多样。如果水利工程类型不同,材料种类及性质不同,其养护

维修经费的管理,必须针对实际需要。明确资金的指定用途和非

方法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更严重的是,养护不善可能会引起其他

指定用途。同时,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立水利设施管理保障

一系列工程质量问题。

体系,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重建项目的财政

2.5人们对水利工程的养护意识薄弱

投入比例,为其实施提供实质性支持,为治理和保护提供资金。

水利工程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不仅

有关管理部门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克服对政府的绝对依赖,加

关系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一个水利工程能否做

强与企业的合作,吸引社会的闲置资金,增加融资机会。此外,

好,光靠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和养护是不够的,还需要身边人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关部门还应设立专项资金,成立专项督

积极配合,为水利工程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帮助。但由于宣传教育

查组,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

活动不充分,项目周边的不少居民对水利工程的认识相对较浅,

率。也减少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相关部门要在确保充足资

没有意识到养护和管理水利工程设施的重要性,给水利工程的

金的前提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借助

管理和养护也带来了困难。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系统化的管理和养护体系,充分发挥

3 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工作的要点分析

出水利工程的作用。

3.1转变管理理念,运用管养分离的制度

3.4提高水利工程风险管理意识

目前,越来越多的水利工程提倡对管理理念进行转变,逐步

水利工程中的风险管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中

实行管理职能分工制度。所谓管养分离,主要是指将从事水利工

的风险管理在日常管理以及养护工作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程管理与养护的单位分开。在选择专业化防护装备时,按照市场

一般来说,水利工程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水利工程可能

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招标综合选择最合适的防护装备,公开公

出现的突发事件或水质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风险管理必须

平地实行自由市场竞争制度。竞争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环境绩

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做好水利工

效的提高,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养护成本,并提升经济效益,有

程的管理和养护。

效实施水工管理和养护的分头作业,上级管理部门应当优先配

3.5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养护队伍

备先进实用的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设备以及其他配套设备。此

水利工程进行使用后,管理和养护需要大量具有高素质高

外,国家监管机构要组织水资源保护企业认证,市政府要积极维

水平的专业人员执行,而一些水利工程可能没有足够的专业人

护本地区水设施保护的市场秩序,提供有效支持,在水利工程管

员进行管理和养护。目前我国水利工程管理中一个普遍存在的

[3]

理和养护方面实行分离政策 。

问题是执行不好、监管不力,导致出现养护工作被动中断、严重

3.2建立和完善水利工程管理养护规章制度

延误的现象。通过成立一支技术精湛的环保队伍,多方面展开工

很多企业通过系统的规章制度来完成日常的管理和运营,

作。第一,构建一个竞争性的劳资关系制度,在聘用社工时,以专

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非常重要,规章制度也应该受到重视,需

业技能作为评审的主要元素,以及应聘者的工作态度、专业素质

要通过健全的制度和监督来实现,全面开展分工建设,切实落实

等。第二,必须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奖惩制度,加强对养护人员

管理和养护的各个环节。管理一切并检查违规行为。在某些日

[5]
的培训,认识水利工程的重要性 。

常任务的过程中,必须按照系统要求,善意地进行奖惩评价。出

3.6增加水利工程养护机械

色的业绩需要抓住物质或精神表扬的机会,而这些关爱策略可

水利工程的养护管理工作确定后,机器的种类、数量和效率

以激发管理和养护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调整具体经营思路,遵

构成了养护保养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目前,各养护单位配备了

循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竞争方式,实现企业自我发展的有利运

部分机器,对养护管理起到积极作用,但机器数量与实际需求差

行机制,努力做到“人管项目,项目支持人”的状态。例如,建立

距较大,与所需数量存在差距,养护管理仍需要大量人工支持。

岗位绩效薪酬制度,可以有效激发各个岗位员工的积极性和主

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水利工程的养护工作,养护部门可根据工

[4]
观性 。通过按劳分配,鼓励员工积极为企业多做事,多付出,

作需要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或向员工、社会团体贷款、个人和

改善工作环境。具体而言,针对工作量和活动目标的影响,需要

个人通过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应及时增加机器数量,丰富机器

制定一套注重成果的综合工资管理制度。根据工作实际进度,

的多样性,尽快配备急需的工程养护保养机械。养护技术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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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偶尔用于养护保养管理的机器可以出租,快速扭转当前

测、应力温度观测、水流形态观测、水文气象观测等,当发现其

水利工程养护的被动局面。随着水资源工程养护管理单位的不

中存在问题时,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断发展壮大,能力随之增强。增加养护保养的技术含量,加强管

3.8加强水利工程保护宣传

理,加强机械的使用、保养和养护,提高机械使用效率,真正实现

各地建设水利工程主要是为了方便当地居民用水和生产

水利工程养护管理的机械化。

用水,大部分居民是主要受益者。相关部门要积极向广大居民

第一,水闸泵站及水管的管理与养护。水闸泵站和水管在水

宣传水利工程的效益,加深广大居民对水利工程的认识,并提

利设施的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水闸泵站的维护保养过程中,

高水利工程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水资源保护工程的重要性,

做好泵站的维护非常重要。在水闸泵站的维护工作中,需要准备

让水利工程的建设更加高效的服务广大群众,发挥其更大的社

发动机绝缘和发动机调速工作,使发动机工作状态符合实际要

会经济效益。

求。泵组运行过程中叶轮的磨损和空转对泵的运行有一定的负
面影响,导致流量减少,实际水头下降。因此,应将叶轮作为泵组

4 结语
总之,水利工程属于是基础性的工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

维护的关键,加强对叶轮的维护,对于高磨损的叶轮应及时更换,

程中,水利工程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做好日常的管理以及

确保其安全。在维修泵站辅助设备时,亦须在确保有关装置正常

养护工作,也是确保水利工程进行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在进行

运作的基础上,进行有关工作。在用水管理和保存过程中,主要

实践的过程中,有效提升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以及责任感,才能

检查水管是否有渗漏,通过运用故障检测仪可检查水管内部,进

更好的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以及养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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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做好预防性养护
在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养护工作中,应加强对安全隐患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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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在进行检查观测工作中,主要包含变形观测、贯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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