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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探讨
- - - 以 2 0 1 9 年度江宁区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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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介绍了南京市江宁区2019年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
及其质量监督工作的特点,并总结了水环境提升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主要做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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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Quality Supervis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Taking Jiangning District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2019 as an example

Weijun Shi Chunfa Zhao Huan Wang Chenjun Shi
Nanjing Jiangning District Water Bureau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Jiangning District of Nanjing in 2019,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and its quality supervision work,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measures of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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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3.5拓展工程质监工作,服务项目
推进
(1)水务质监的范围虽然在河道岸

开展。
4.2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可行实施
方案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调整充实人员,
进一步明确质量监督的具体内容、质量
监督方式、质监工作成果形式,并采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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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措施保证101条河道,每月巡查不少于
1次,有在建工程的河道每月巡查1-2次。
4.3深入现场调查,摸清项目基本
情况

针对水质提升工程质监工作的特殊
性,区水务局制定了工程例会制度,参会

监巡查记录101份,检查工程内业资料统
计表5份,完成质监评价意见3份。

的有区水利质监站、区水升办和第三方

5 结束语

服务单位的有关人员。大家认真探讨工

在本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中,围绕

工作开展初期,颇有一头雾水之感,

作中的问题,从最初的河道基本情况统

完成101条河道的水质提升工程建设任

因工程立项及投资来源不在水务部门,

计,到第四次例会确定七种质监模式,工

务、水质提升达标、符合销号要求、通

项目前期资料不明。经过前期现场调查

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同时,随着工作不断

过各部门联合验收的工作目标,在区水

发现,部分项目由区水利质监还缺少有

深入,工作要求也有相应变化。

务局领导下,质监站、水升办和第三方服
务单位工作人员积极开展水务质监工作,

效的控制手段,有的工程责任主体和项

例如,“关于河道销号后,即完成水

目法人的管理模式不清晰,参建人员不

务质监的工作”,这是因为原先的工作模

积极探索水务工程质监的方式,为全市

愿直接面对质监巡查人员,质监工作中

式是有工程措施的河道完工后才能进行

水环境质量提升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提供

很难找到相应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只

销号工作,后来的情况是销号工作和河

了较好的技术探索。

能看看部分工程现场。有部分街道(园区)

道施工工作将平行进行,是否销号,主要

为保证水务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能够

的河道工程前期巡查一直处于未开工的

针对水质；是否质监,主要针对工程。所

有序顺利的进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不

状态,但在后续巡查时却突然告知已完

以,调整了质监工作完成的标准,101条

断完善相应的法规、标准等,让水务工程

工,造成过程巡查有空白。

河道无论是否销号,我们都要保持密切

质量监督人员有可操作的技术标准和质

关注,观察其动态,特别是对有工程措施

量评定规范。

这些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第
三方服务单位人员及时向区水利质监站
汇报,并在每月例会上提出,区水利质监
站和区水升办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并派

的河道,质监工作持续进行。
4.5及时形成质监工作成果文件
101条河道质量监督过程中,横溪街

出人员带队到重点、难点地区共同巡查。

道的横溪老河、响水坝以及江宁高新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逐渐梳理出101条河

的中心河上游支流这三条河道由区水利

道基本情况,包括立项情况、主管部门、

质监站质监,其他大部分河道采用巡查

建设单位的联系人。

记录或出具整改意见的质监模式。

4.4实行例会制度,及时解决推进中
的问题

截止2020年7月底,整理月度工作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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