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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态势的推动下,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的质量对整个工
程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必须不断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平。基于此,本文对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施工管理
存在的问题以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管理的完善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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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managemen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project, so the management level must be improved constant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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