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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相对应的改革建设也一直在发展的路上,路桥工程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正因如此,道路桥梁等项目的施工数量和工程难度也随之在增加。想要保证施工的安全,就要对施工工作
进行安全监理。监理的工作内容要有统一的标准,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以此来保证工程实施的安全性,保
障人民的出行安全。本篇文章以路桥工程建设为中心,对安全监理过程中的难点进行了主要分析,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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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has been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s also very fast. Because of
this, the construction quantity and engineering difficulty of roads, bridges and other projects are also increasing.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upervis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The content of
supervision work should have a unified standard and conform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trave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mainl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safety supervis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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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监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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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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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同进行严格的监督,要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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