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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单单可以保障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解决,
同时还可以更有利于保障施工的质量、投资、进度、安全与合同管理,从而更好的满足社会大众的水利工
程效益需求。但是在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中依然存在着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为此完善、优化水利工程施工
监理工作,就必须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中的常见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究与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希望有助于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工作价值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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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work, not only can
ensure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can be found and solve in time, but also can be more
conducive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progress, safety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hydraulic engineering benefi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perfect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we must actively take corresponding meth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deep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wat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olution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full play of the valu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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