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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会影响我国的公共基础建设,也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会对公民的生活带来影
响。所以在水利工程建设阶段,相关的企业、管理部门,对水利工程设计与管理要高度重视。制定科学有
效的管控方案,实现各个部门的协调,完成项目管理目标。水利工程设计管理各个环节,要加强安全管理
以及质量管理,及时调控项目管理方案,那么水利工程管理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保障后续项目的社会效
益,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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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projects will affect China's public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lives of its citizens.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levant enterprise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ontrol schemes, so that achieve
coordination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achieve project management objectives. In all aspe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esign and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afe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imely regulate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cheme. Then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to ensur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follow-up projects and better
serve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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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相关的法令、规程、规范、条例等等。认真学习当地的经

现如今我国的经济、科技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也逐步完

济建设方针,并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况,采用因地制宜、统筹管

善。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在农业、工业等产业

理、平衡管理的模式,妥善安排各个阶段的工作[1]。在水利工程

发展阶段的影响力,是展现水利工程基本任务的具体方式。在当

施工组织设计期间,要按照国家、地方的行业标准操作,明确工

今社会背景之下,针对水利工程的施工组织管理、成本控制等方

程设计文件、图纸等相关的施工规范,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面的工作,成为各个参与建设单位要重点关注的工作。做好项目

编写相应的设计规范。

施工组织设计,就要与项目管理部门、设计单位、监理部门等加

1.2工作原则

强合作,明确地方政策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要求。制定水

在中小型的水利工程设计阶段,主要的工作包含工程概况、

利工程设计方案,做好项目编制管理,获得相应的资源辅助条件,

水电路、施工方法、人力资源、施工布置等环节。而且要做好

为项目施工做好准备,实现项目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的全面维

项目进度管理,并确立项目施工的工期。在大型水利工程施工组

护。提升水利工程设计规划管理的效力。对此笔者将结合实践

织期间,则需要分层进行设计管理,要注重分工合作。且各个环

分析如下：

节的施工,都要尽可能地多获取基础资料,研究施工条件、施工

1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的基本依据以及原则

方案、现场情况等等,确定项目施工的基本措施,并建立施工进

1.1基本依据

度管理计划,实现分区域的设计与管理。

项目施工阶段,企业要编制施工组织设计计划,要严格执行
4

1.3设计编制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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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组织设计,要根承包组织的编制技术所包含的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通常会分成两类,一类是标前设计,

各类经济文件所开展。所以在规划设计阶段,需要考虑技术、经

一类是标后设计。在标前设计阶段,主要是招投标之前的编制施

济两方面的因素。不仅要解决技术问题,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效

工设计。标后设计则是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后的施工组织设计。

果。在水利施工组织设计阶段,要有一种全局的文件,全局性的

从标后设计的细节来看,在施工组织设计、单体组织设计、分布

组织设计,更注重的是整体文件内容的全面性,而且设计方案的

组织设计阶段的要点不同。标前设计更注重编制规范性的投标

影响是全方位的。水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更注重全过程的承包

书,以及签订承包合同而编制的内容。在标后的设计则是满足项

管理,从投标工作开始,到竣工结束,前期的设计工作要考虑各

目施工准备、施工需要所开展的。

方面的因素。

2 水利工程设计规划管理的实际问题

3.1组织设计主要内容
3.1.1项目建议书。中标之后确定项目,要按照工程规划设

2.1水利工程重视项目建设忽视项目管理

计要点,建立起近期的项目建设方案,且建设周期最好不要超出

有不少水利工程,在建设阶段更注重施工环节的管理,而管

5~10年。设计水平则应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确立具体的内容。

理人员对整个工程的管理存在错误的认知,便会影响水利工程

如果是长期建设的目标,则可以采用分期编制项目建议书的途

管理的经济效益,企业未能获得突破式发展的机会。而且企业所

径,确定近期水平年以及远期水平年的目标。

应用的管理形式落后,技术方案不合理,也会影响水利工程建

3.1.2项目可行性。项目可行性的研究,确定具体的工作范

设、经济效益等等。比方说一些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而且在很

围之后,要与项目建议书保持一致。项目建设周期不能超出10

长的时间之内,项目的维护管理不到位,加剧项目安全管理风险

年,设计水平也应该与项目建议书保持一致。在可行性研究方面,

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摒除这部分问题,以及做好项目加固施工,

要根据项目建议书做好深化设计,比方说针对项目建设的必要

[2]
后期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就会增大 。

性,以及具体的项目建设任务等等,确定项目建设目标、建设规

如今地方在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投资

[2]
模等等。选定项目区并明确重点建设的小流域的方案 。在现

管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等方面的局限,

状水平年以及设计水平年分析阶段,要提前查询项目区自然条

就会导致出现加固的任务难度更大。因此要有效处理这方面的

件、社会经济技术、水土分布情况、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等阶段

问题,让水利工程建设向着目标方向推进,还有漫长的道路,也

的建设条件,要确定主要的项目工程地质条件。

需要优化项目管理方案。水利工程项目要想实现发展目标,就要

3.2确定施工方案

将科学管理技术,与安全监测管理方案有效结合。而从目前的技

在工程规划设计期间,要结合项目建设要求,以及建设区域

术发展实际来看,在信息化管理系统、风险监测、巩固管理方面,

的实际情况,做好勘察管理、分批次的项目建设,突出项目施工

要实现智能化管理有一定的难度。有不少地区开展实践研究,

的重点与难点,并优化项目建设流程、施工工艺等等,按照行业

并做好技术升级以及优化。但从工程规划管理实际来看,重视建

规定推进项目施工计划,通过完善项目施工管理制度,以及建立

设,而忽视管理,仍然是水利工程建设以及规划阶段的常见问题,

项目责任管理机制等途径,实现对项目整体的综合规划管理。部

如果技术方案不合理,可能会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问题。

分企业在水利工程建设阶段,过分看重项目施工进度,为了顺利

2.2忽视协调管理,缺乏合作与沟通

完成项目施工,可能会忽视项目质量管理,后续在材料应用、技

在工程设计阶段,参与监督管理的部门,可能会出现权责划

术操作、设备检测期间,可能会存在管理漏洞等问题。所以项目

分不清晰,导致监督的环节重复,影响管理效率的情形。实力工

施工方案的设计,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无论是人员管理还是技

程法人如果忽视建设成本、管理成本,那么就很难协调各个部门,

术条件,以及季节、天气等其他因素,在施工方案的设计阶段,

加强合作并沟通项目建设阶段的问题。如果在企业内部出现信

要实施细化管理。避免水利工程的设施、技术问题,导致当地农

息传递滞后的情形,可能会导致工程整体的设计以及管理不合

业、工业、居民生活等存在供水紧张等问题。

理,监督管理职责未能有效落实的全功能性,此时各个部门彼此

3.3做好项目施工进度规划

之间的责任不明确,法人在监督管理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问题,

为提升项目规划设计的合理性,使得各环节的施工技术能

在项目建设期间,就很难有效的判断。如果要完成水利工程堤防

够优化应用,技术人员在施工进度管理期间,要做好施工工序、

加固工程的设计,在项目前期工作之中,可能会存在不同部门反

工种等全方位的管理。要做好施工材料管理,比方说在前期的材

复的调查、审计等工作,而且各个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不考虑已

料检测、施工工具、环境管理等方面,都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来

有的结论或者相应的意见,这种情形之下,项目沟通的成本增多,

完成。在施工现场要提前确定规划管理方案,有关于劳动力分

也可能会导致监督管理工作形式化。所以要做好水利工程管理,

配、材料运输、机械应用等关节,都要详细地编写在项目施工进

必要协调专门的监督部门、主管部门,以及财政部门,明确岗位

度计划之中,实现系统性规划管理的目标。

责任制,避免各个部门的职责混淆,导致项目施工建设的成本投
入逐渐增多。

3 水利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类型以及主要内容

在施工进度规划管理期间,现场要采用综合性的管控方案,
要做好施工工序的细化应用,按照具体的工序、操作顺序等罗列
相应的内容,按照既定的项目施工期限,完成工程施工管理的任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6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务。要实现精准控制项目工期的目标,还需要做好建设单位的施

面,都要严格按照规划管理目标进行。

工技术优化,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现场作业要提升机械化

4.2注重水利工程成本控制

管理水平,做好劳动力、生产材料的全面供应,这样便能综合现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注重成本控制,能从项目立项开

场环境要素,综合管控现场的施工条件,前期设计规划全面考量,

始,到项目建设过程管理阶段,保障资金的重组,实现各类资源

那么工程施工能够保持不间断、均衡性的目标,各个阶段的项目

的优化配置。在各个阶段的项目施工,可以按照预计计划方案、

施工有秩序性的开展,各个部门也能加强协调,实现有效的互动

质量管理要求、管控目标等等,从源头开始控制成本。在水利工

以及沟通,在预期的工期之内完成项目建设目标。

程的系统性设计以及规划管理阶段,要从招投标、验收管理、项

3.4选定合理的施工方法

目应用等各个环节做好成本控制,加强成本核算管理,并针对采

在不同的水利工程建设阶段,施工技术应用要求不同。而且

购材料供应、人力输出、施工工艺等方面入手,完善项目管理体

在当今社会背景之下,企业为占领市场地位,更注重新材料、新

[4]
系,达到成本控制的目标 。

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要提升项目施工的科技性,并保障水利工

4.3提升管理水平,注重团队协作

程能够及时供水,对当地的抗洪工作也有支持作用。前期的项目

无论是企业管理部门还是部门领导,其管理能力的高低,会

施工规划管理到位,能够降低后期返工的问题,达到控制成本以

影响工程建设、规划管理的水平。所以管理人员应当具备良好

及能源损耗的目标。在项目施工阶段,应用施工技术要结合不同

的职业素养,能够积极应对项目管理期间的问题。规划管理的过

的环节,应用针对性的技术手段,从施工安全管理入手,推进项

程中,要做好各个部门的沟通引导,关于业务要求、项目规划方

目施工作业计划。

案等等,要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不同管理层级的划分。规

比方说在项目施工阶段,要使用各类设备,要做好设备的检

划院要设置分层管理体系,注重整体的布局管理,做好项目的优

查,了解设备的运转情况,检查是否有零部件老化、损毁等情形,

化设计。在院领导企业管理阶段,要注重水利工程长远发展的要

做好试运行的管理,能够进一步提升项目施工的安全性。如果在

求,注重人力资源配置,要积极应对企业发展与项目建设阶段的

项目施工期间,要更新设备,也要科学选择设备,找到更适合项

矛盾。所以水利工程规划管理的细节内容诸多,领导者不仅要明

目施工的方案,实现施工方法、施工条件等全面管控,合理利用

确自身的工作要点,也需要转变思想,在不同团队、不同视角思

[3]

机械设备 。施工人员要合理利用施工技术、施工方案,尽可能

考问题,主动承担领导的职责,选定适合的项目负责人,确定项

地避免施工过程中的资源浪费,采用低成本管理的方式,展现技

目发展的目标。

5 结束语

术应用优势。

4 水利工程设计规划管理目标有效落实的策略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做好水利工程设计规划管理,不能局限

4.1实现动态化监管,突出各个部门的职能

于管理技术层面,而是要明确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做好人力资

在工程设计规划管理期间,要注重各个环节监管的有效性,

源管理,转变管理层的工作意识,掌握更多的现代化的规划管理

确保各项工作能够按照目标方案进行,并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在

措施,提升水利工程建设水平。

规划管理阶段,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全面分析影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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