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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输变电工程建设的需求迅猛发展。但输变电工程施工是一个十分复
杂、且十分繁琐的系统工程。“安全、质量、工期、投资”是工程施工管理的四大核心内容,建设方必
须保证在一定的工期内,以有限的投资、安全的施工来保障完成保质保量的工程。基于此,文章就输变电
工程施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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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 demand for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and cumbersome system project. "safety, quality,
construction period, investment" are the four core content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party must ensure that limited investment and safe construction are used to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projects within a certain construction perio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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