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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在不断加快,带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建筑市场的竞争。企业
想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跟,让自身的竞争优势得到最大发挥,则加强质量控制是重中之重,而施工
监理作为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质量管理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注重施工监理质量精细化管
理,是企业获得市场认可与大众口碑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从建筑工程施工监理入手,分析精细化管理的
应用意义以及当前监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深入探讨精细化管理在施工监理中的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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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ut
also exacerbated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If an enterprise wants to gain a firm foothold in
such a market environment and maximiz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engthening quality control is the top
prior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lso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quality manage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fin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quality is the key
for an enterprise to obtain market recognition and public prais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fine manage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upervision work, and finally deeply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fin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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