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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增长,新形势下的电力企业备受挑战,电力工程高压输电线路施工的有效
性是整个电力系统发展的前提,是塑造电力企业形象,打造电力企业品牌的基础。基于此,文章就高压输
电线路施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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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power enterprises are facing challeng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construction for power projects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power system. It is the basis of shaping image of power enterprises and building brand
of power enterprises.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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