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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发展,施工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但是,同施工技术的快速进步相
比,安全管理方面却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目前,我国输配电及用电工程安全管理中,存在安全管理秩序
混乱、缺乏高技术人才等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管理人员必须加大对这些缺陷的了解,才能够有针对
性地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根据目前输配电及用电工程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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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s power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dvanced.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afety management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lag. At present,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power consumption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defects such as chaotic
safety management order and lack of high-tech talents. In this case, relevant managers must be more aware of
these defects, then can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make up for it,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China's electric
power system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ower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power
consump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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