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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工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水利工程的
发展更是备受关注。对水利工程来说,在进行项目质量监督时,可有效提升项目工程施工水准,减少其中
潜在的安全风险,为保证工程建筑质量提供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强化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管理
对于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颇大。本文主要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存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进行
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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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s largely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level, reduce th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and provide preconditions for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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