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房屋建筑监理质量控制的必要性及监理要点
丁龙峰
江西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5.3799
[摘 要]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在保障建筑工程质量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监理人员没有做好
建筑施工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则会对建筑工程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要增强建筑工程监理管理,建
立相应管理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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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f the supervisors do not do a good job i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t will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supervision management,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staff, and the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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