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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水利工程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工程施工管理也提出新的要求。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
的项目管理实施中,要立足于完善管理制度、重视材料、设备管理,从多方面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水平。
基于此,本文对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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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s, new
requirements for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we shoul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rom many asp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isting problems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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