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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建设途径展开详细分析,制定一套切
实可行的方案对策,为进一步优化水利工程整体建设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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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wa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a set of feasible pla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develope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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