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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探究
李文龙

（河北省南运河河务中心，河北 沧州 061001）

摘 要 传统的节水工程管理理念已不能满足当前的节水需求，因此工程建设的发展要求融入现代管理理念，对

水资源管理项目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进行研究分析。全面了解节水项目的管理，推动水利工程更好发展。本文描

述和分析了水利工程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以期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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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管理现状

我国在水利工程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基础设

施建设条件得到较好改善，特别是在加强部分危水库、

农村饮水安全、农田水利工程和防洪方面。但还是需

要加强水资源工程建设管理，确保质量，促进水资源

工程安全生产形式的持续稳定。水利工程建设涉及面

广，施工人员工作量大，工作难度也相应增加，在如

此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可能会出现某些方面的失误，

因此要注意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2 水利工程管理的主要内容

2.1 施工前质量控制

施工前质量控制主要是对施工所需的材料、成品、

半成品和施工辅料进行检验和管理，全面开展质量检

验，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检验体系。建立健

全检验计量办法，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有关

人员进行图纸联合评审。开工前，应以书面形式向施

工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说明，并审核施工单位提出的

施工方案、详细设计图、分包合作等。

2.2 施工期质量控制与管理

建设单位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适合制度实际的质量管理模式，及时对施工企业

提交的质量统计分析数据和质量控制图纸进行检查，

并加强审核 [1]。以现场施工工作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为重

点，加强工作现场检查监督，及时纠正违规行为，促

进施工质量提升。

2.3 竣工后的质量控制与管理

审计项目经理部负责建立整个施工过程的竣工数

据，包括审计承销商提供的质量检查。对检验报告和

前期技术文件有缺陷的，应进行审查和归类，并按照

现行的建设项目归类标准完成和批准整个项目。

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节水工程管理是对发达水源、水体和节水工程设

施的利用、保护和运行，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是水资

源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适应社会全面现代化需要

将现代管理理念融入到水利工程管理中，可以促

进水利工程行业适应社会整体现代发展节奏。水利工程

现代化是自主建设超大型水利工程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3.2 符合现代水利工程管理思想建立的要求

现代水利建设包括生态节水建设、工程安全建设、

水资源保护设计、施工、人民生活用水保护建设、水

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使节水工程更好地服务

社会发展经济，因此要把现代管理理念融入水利工程

管理中。

3.3 符合项目管理综合评价标准

水资源项目管理提倡现代评价管理模式，相关评

价方法和内容必须符合项目管理综合评价标准的要求，

还要能有效检验水资源项目现代化。水利工程管理需

要一套审计标准来规范管理。管理精细化、精细化、

标准化，这三个要求必须落实，更要在日常管理工作

中不断强调，这应成为管理工作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

例如，台州印江是江苏省的主干河，位于长江与台州

交汇处，南起长江，北接新通洋运河。因其宽阔笔直

的水道而被称为“黄金渡槽”。台州市银江管办、省

水利管办协同管理台州市银江高港枢纽、喇嘛河闸工

程和省防汛机动救援队，协助省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工

作。高港枢纽工程由泵站、控制门、调度门、闸门、

船闸和 110kV专用变电站组成，水务管理项目管理要

求高、工作量大、标准严格。近年来，跨部门实施精

细化项目管理，不断探索安全生产标准化和亮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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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泵组运行维护规范》（DB32/T3262-2017）于 2017

年 7月 1日经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8月 1日起

正式实施。本规范是江苏省标准和我国移动式水泵机

组运维多年工作经验的沉淀和总结。

3.4 不断提高节水工程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科技含量和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提高水利工程

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水利工程管理的目的是提供更好

的水服务。因此，保证节水工程在建设期无故障运行，

保证节水工程保质保量完成，为未来社会节水事业的

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是节水工作的最终目标。推进

我国水利工程的项目管理，是良性发展的必要保障。

例如，我司指导“智能船闸”建设从信息化出发，将

船舶基础数据与收集到的运输、船舶信息相结合，通

过大数据平台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调度指挥和服

务保障，船闸开发电子收费系统和自动闸门捕获系统

实施 ETC 式闸门通过流程。海员可申请“港口申报 -

支付 -开具电子发票”，弥补了传统通关方式的不足

之处。

4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目标

作为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水利工程管理

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用现代水利管理理念、先进的

科学技术、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科学的管理体系武装改

造传统的水利工程。科学规范管理，构建现代节水工

程管理体系，确保节水工程设施不受破坏，确保节水

工程实现各项功能长期安全运行，提高效益。首先，

需要改革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方式，实施规范化、精细

化管理，认真落实《水务管理项目管理评价办法》，

通过对水务管理单位、安全管理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

全面系统评价进行组织管理。其次，以科技进步为基础，

不断提高水资源管理项目管理的科技含量，全面提高

现代管理水平。最后，需要提供全面优质的水务服务，

保障用水安全。充分利用江河湖泊的水安全、水资源、

水质环境功能和水体修复，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

5 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内容

我国为使水资源管理工程实现功能多样、长期安

全运行，主张水资源工程管理现代化要与国家现代化

相协调，循序渐进地加快进程，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节

水工程管理经验，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

使之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5.1 水利工程管理理念的现代化

为实现水资源管理工程现代化，水利公司的建设

管理工作必须自觉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必须全力保

障人身安全。

5.2 水利工程管理系统的现代化

实现节水工程的有效管理，使节水工程更好地履

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需要建立职能明确、权责明

确的节水工程分级管理制度，准确界定水管理单位特

点，合理划分公益性和业务功能；加强水务管理单位

内部改革，建立简洁高效的管理模式。

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管理和维护人

员与水管理单位的分离和融资，工程维护和维护业务

与附属单位的分离以及维护人员工资的逐步转换。第

二个阶段，将维修部门与水管单位分开，但仍以原单

位的维修工作为重点，走规范化、专业化的道路，实

行全员责任追究制度，落实目标。

5.3 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1.制定档案管理制度。根据备案机构要求，办公

室的设备要齐全，管理制度要完善。档案分为文档、

负责档案的收集、重建和使用的综合管理。完整、详细、

可靠、分类清晰、有序、严谨的档案便于检查。同时，

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要落实到位，做到有章可循，有

规范、有秩序。

2.改革水利管理体制，运用制度和方法限制规范

维护保养行为，严格管控资金使用，实现标准化。规

范维护保养工作管理，明确各方责任。

3.由于资源开发混乱，违反和侵占河道范围和河

流溢流空间、水体、滩涂和海岸线的相关规定，会严

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我们要按照相

关规定执行，要加强河流治理，改进和加强对依法管

理范围内的河流、湖泊、水体、海岸线和资源的管理。

制定水库工程调度计划和卫生法规，实施科学的供水

制度。应明确并制定年度供水管理作业计划，报主管

机关核定，并建立实施计划年度总结工作制度。按上

级指示的实施机构应按照泵站作业规程操作，制定供

水方案。防洪、沟网供水通过科学调度实现项目的合

法利益是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5.4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信息化管理方法

的改进措施

综合提高水利工程及管理部门技术含量和管理水

平。构建大型水资源管理枢纽信息自动采集系统，采

集要素包括实时降雨和水质状况、工况、干旱状况等，

要素类型和信息时效性必须满足防汛要求。根据防治

与干旱管理、水资源管理、节水工程运行管理和水土

保持监测管理的实际需求建立节水工程监测体系，将

节水工程运行管理提升到现代化水平，从而发挥水利

工程的作用。信息内容包括实时雨水系统、提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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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收集、存储和整合能力，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为公众提供服务，因此要积极推动信息资源的利用。

建立遥测和视频图像监控系统，对于河流工程建

设遥测和视频图像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远程监控河流和

水库的水位、降雨和风况。

实施节水枢纽门站自动监控系统，对机电设备、

泵站装置、闸门、船闸提升机进行实时监控，整个枢

纽闸门上下游的闸门数据和水力救援、数据采集、包

括水位闸门的开启情况、车站和泵站开启状态、闸门

站应用运行状态、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可以依

靠遥控指令信号控制闸门的开启和关闭。为保证远程

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所有监控数据都可以通

过光纤通道和光纤以太网发送到控制中心的服务器，

通过系统可以测量各种运行数据。最后，经过统计分析，

为项目调度提供及时准确的实时信息。

建立水位预测和水资源保护工程运行计划制度。

洪水预报模型和洪水灾害自动防御调度系统的建立，

可以建立洪水预报和防灾调度计划。系统的自动测量、

计算、调节和控制供水设施（水库和排水管、引水枢纽、

泵站等）和水源的系统，通常配有监控中心站。监控

中心站可观察远端和各端站的闸门开启状态、上下游

水位，并能按计划自动调节和控制闸门启闭。

5.5 建设符合现代项目管理要求的水务管理

项目管理团队

水务管理部门通常存在技术人员缺乏、培训水平

低、技术人员薄弱、队伍综合素质低等问题，因此难

以适应现代工程管理的需要，从而导致水务管理项目

管理团队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低等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促进项目管理，可以实施新的激励机制，同时加

强培训，积极培养引进双师项目。

6 水利工程现代化、精细化管理的实现途径

6.1 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

现代化、科学化管理观念的正确树立关系着市政

工程管理变革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与此同时还关系着

管理变革的工作实际效果是否能够按照预期完成。树

立正确的管理思想观念要求从上层领导人员到基本职

能部门管理以及工作执行工作人员，都应该对于正确

的管理思想观念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应该以实践为

立足点，对于市政工程管理变革中的主要任务具体内

容有清晰的认识，并根据这些基本任务施行一定的技

术设备变革，以提高管理水平。比如以现阶段我国市

政工程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水管管理体制为例，根据水

管管理体制的变革工作应该首先明确在变革工作展开

中所需要的基本修理养护管理费用，而后给出合乎现

代化、精细化的管理工作改革方案，再依据改革方案

中所涉及的具体管理费用展开会计核算，给出最具有

经济社会价值的改革方案并付诸行动。

6.2 建立现代化管理机制

现代化管理制度是市政工程变革的基本要求，其

最为重要的准则是管理制度的全面性，依据现代管理

方法论，全面性管理制度包括条理化的工作程序，精

细化的工作具体内容与具体实施办法，及科学、合理、

完善的管理机制，有了这些基本前提，现代化、精细

化的管理才能有效落实。比如，在对某一职能部门的

管理行为进行约束时，应该有明确的相关监督制度作

为行为标准。与此同时，现代化管理制度对所有的工

作人员都应有统一的标准，才能保障各项工作获得有

效的落实。

6.3 实施科技创新

管理工作总体水平想要得到明显提高，现代化创

新技术设备的运用是必要条件，依据市政工程的管理

工作特性，科学技术创新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传统式的

管理形式逐渐改变。首先，相关单位应制定出一套能

够发挥现代科技力量的现代化管理机制，而后在此基

础上构建合理的变革工作规划，结合具体的管理实践，

吸纳综合型现代科技，促使各项工程项目的观测、运

作控制、监控等等系统工作在创新科学技术的指引之

下完成，促使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与各项管理工作的具

体内容有效结合，在促成管理成效优化的同时，还提

高了整个工程项目运作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有效的提

高了整个系统的经济收益。

7 结语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它不仅包括节水项目，还

包括一些水管理单位的管理，这也是节水项目管理所

必需的。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我们需要从各方面转变模

式，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节水工程现代化管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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