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水利水电工程监理质量控制要点分析论述
鲁浦吐拉·木提里浦
新疆海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6.3898
[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对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工程建设质量控制工作开
展要求水平也不断提升。本文在简要概述水利水电工程监理质量控制重要性基础上,结合工程建设实际
提出监理质量控制要点,并明确监理要点落实的基本保障,以此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为我国水利水
电建设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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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quality control key poi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supervision
LuTpulla·Mutallip
Xinjiang Haitian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Co., Ltd
[Abstract] The basic pillar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energy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scal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level of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nstruction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pervision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upervision quality control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clarifie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poi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work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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