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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力资源的应用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在当今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实质
上来说,水利工程的建设,其实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并且充分地防治水害,
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提供保障。随着“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的
贯彻落实,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数量以及规模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关部门的建设管理
水平,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鉴于此,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对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创新思路
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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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工程管理占有较大

如果要想对其进行稳定的控制,那么就

够高、再加上现场施工管理不足等多方

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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