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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的重点投资项目,近年来得
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投资额的增长以及数量的增加,对水利财务管理工作有了更高要求。
水利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建设成为当前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水利财务监
督的主要内容,对水利财务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与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保证
水利项目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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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a key investment project of the country,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owth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vestment and quantity, there ar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water
conservancy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urrent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main cont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financial supervision,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a, existing
problems and measures, aiming to ensure its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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