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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工程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做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
施工进度控制,不仅是实现项目建设经济效益的基本保障,更是实现社会效益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明确水
库工程质量与施工进度控制重要性基础上,分别阐述水库施工质量控制和施工进度控制的基本措施,以
此在为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基础上,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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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schedule control is not only the basic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remise to realize the social benefit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schedule control,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measures of reservoir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construction schedule control respectively, so as to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ated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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