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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姚玮
旌德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DOI:10.12238/hwr.v5i4.3783
[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对提高水利工程的质量具有保障作用。本文主要从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进行分析,
了解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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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i Yao
Jingde County Agriculture and Rural Water Resources Burea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s a basic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ork plays a
guarantee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understands some common problems, and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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