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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资源短缺问题日渐严重的现代社会中,节约用水和促进水资源有效利用成为当前的重要
目标,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仅能够使以上目标得以实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如果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是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的第一要素,那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技术管理就是专项工程顺利推进的支撑力,深入挖掘提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水平的有效措施,
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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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ere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saving water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goals at present.
Carrying ou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can not only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but also help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If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the first factor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the
supporting force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speci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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