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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水利水电工程的规模不断扩大,关于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建筑要求也越来越复杂
多样。想要进一步的提升水利工程的质量与效率,势必要做好水利工程监督与管理工作。基于此,本文对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管理的重要意义、水利水电施工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加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管理
的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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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t is bound to
do a good job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common problem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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