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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带动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高效运行,也正是由于快速发展的市场,引
发了一系列包括施工进度等问题的出现,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整个工程质量都会受到影响。进度控
制作为水利工程项目施工中的重要内容,它与质量控制、投资控制、安全管理等工作既相互冲突又相互
依存。若进度控制得当,则能有效促进并保障水利工程质量及投资收益目标的实现；若进度失控,则对质
量、投资、安全等均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做好水利工程的进度控制,是工程项目监理的重要组成内容。
基于此,文章就水利工程管理中的施工进度监理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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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schedule supervis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Zhenshan Liu
Aksu reservoir management station in Emin County, Xinjiang
[Abstract] With the normalize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omote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at a series of problem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progress have emerged. If these problems are not
resolved in time, the entire project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chedule control is in conflict with and interdependent with quality control,
investment control, and safety management. If the schedule is controlled properly,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and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quality and investment income goals; if the schedule is
out of control, it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quality, investment, safety, etc. Therefore, a good progress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ject supervis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chedule supervis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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