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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探究
孙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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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各项工程设施的不断完善，水利工程建设越来越受到国家及民众的广泛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关系着水利工程建设完工后能否顺利运行，更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基于此，

本文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及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特征、重要性进行了详细阐述，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水利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发展阶段，分析了现今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措施，希望引起各方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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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主要是指国家或建筑工程部门为了调配、

利用、保护水资源而修建的各项工程建设的总称。我

国水利工程建设可用于各个方面，例如防汛抗洪、农

田灌溉等。

近年来，我国各地涌现出大量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部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水利工程建设能够为国家、政府及人民带来良好的经

济效益。但是，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体

制并不健全，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建设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

因此，必须要完善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

管理体系，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性，提高水利工

程建设的总体质量。

1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征

1.1 复杂性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具有复杂性，主

要表现为：

一是在我国所有的建设项目中，水利工程建设的

难度相对较高，对其的监管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

水利工程建设规模较大，需要跨乡镇、跨省、跨区域

甚至跨国进行建设，因此，对水利工程的监管工作需

要各方面协调进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难度。

二是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施工周期长、所经地形复杂是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特点。

恶劣的地形及环境因素，不仅阻碍了水利工程正常的施

工进度，还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带来

了巨大困难。

1.2 专业性

水利工程与其他施工建设项目有着明显不同，水

利工程涉及的范围较广，因此对于建设人员的专业性

要求较高。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也应指

派专业的监管团队进行监督管理。为保证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必须对水利工程建设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

高监管人员及建设人员的专业素养。

2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重要性

2.1 保证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质量

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有利

于保证水利工程施工的整体安全质量。我国水利工程

建设具有复杂性，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专业性程

度较高，为确保每个工程环节的安全和质量，就必须

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无论

是水利工程审批单位、水利工程建设单位，都要接受

来自各方面的时刻监督，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

建立完善的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才

能确保水利工程的施工安全得到保障，确保水利工程

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2.2 确保水利工程项目的工作效率

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除了

能保障水利工程自身的施工安全质量外，还能够提高

水利工程项目的整体工作效率。

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加强监督、监管力度，能

够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深入进水利

工程建设中的各个环节，确保各环节能够按照规章制

度进行工作，提高建设人员的责任心，进而确保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的整体工作效率，减小水利工程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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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因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3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发展

阶段

3.1 政府全权管理阶段

20世纪 50年代到 60年代，我国正处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该时期的经济体制主要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

而水利工程所消耗的建筑材料及资金属于国家所有部

分，因此，这时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督是由政府全权管理。

这种模式的主要管理方式是政府部门深入到水利工程

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对相关施工单位直接下达相应的施

工指令，再利用层层申请、拨款的方式进行建筑材料分

发。这样的制度模式下，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发展缓慢，

对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把控并不严格，大部分水利工程

建设人员并没有专业基础，综合素质较差，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整体水平低，监管力度小。

3.2 政府监督、建设企业管理阶段

20世纪 7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

政府部门意识到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全权管理模式所带

来的弊端，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也进行

了相应改革。随着承包责任制的普及，政府部门在水

利工程建设中也采取了相应的承包措施，施工单位可

以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承包，而政府则退居幕后，

仅仅实施监督功能，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

工作由承包单位进行自行管理。但这种模式仍旧存在

不足，极易产生承包方无法按时交工、延期等问题。

3.3 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监督阶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项制度的不断改革，科学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先进的水利工程建设技术也被广泛

应用于各项水利工程项目中，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体系也在逐渐完善。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监督工作已进入了政府部门全面实施监督阶段，政

府部门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监督工作不再只停留于表

面，其监督工作已深入到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

4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存

在的问题

4.1 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虽然颁布了相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

但其法律效力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各种建设项目

中，例如法律中对路线、设备等项目的规范，这些既

适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也适用于铁道、城建等建设项

目。而水利工程建设具有复杂性、专业性等特征，因此，

这些法律条款无法有效制约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各个方

面，严重缺乏针对性、专业性及可行性。此外，政府

部门在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时，

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作为依据，极易形成监管不到位

等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

4.2 组织结构不统一

随着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各地区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的组织形式呈现着多种多

样的特点。主要包括：首先，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工作常常由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兼职，并没有专业的水

利工程质量监管人员。其次，在水利工程建设主管部

门建立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但实施管控的机构却是主

管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最后，由承包水利工程项目

的企业法人作为监管的主要负责人，在建设施工单位

内部建立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这三种模式在实行过程中没有统一的领导者，极易产

生工程建设程序混乱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建

设的整体安全及质量。

4.3 制度执行不到位

我国在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中

虽建立了相关制度要求，但由于水利工程施工周期较

长，施工环境相对复杂，对安全监督管理制度的执行

并不能及时进行，往往只停留在表面。许多监督部门

并没有贯彻落实相关制度要求，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责

任心不强，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及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不重视，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

4.4 建设管理中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首先，我国许多水利工程建设承包单位或企业，

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利益，实现低成本、高收益，往

往并不重视水利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其次，水利工

程的整体工作难度相对较高，因此，对于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也相对较高。

现阶段，我国的水利建设监督管理模式相对落后，还

需进行转变。最后，水利工程建设材料也是水利工程

建设质量中最重要的一环，建设施工单位往往为了节

约成本，选择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材料，这就为水

利工程建设增加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水利

工程建设的效率。

5 完善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

系的具体措施

5.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具有强制性，政府、施工单位、个人一旦触

犯法律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 [1]。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能够为水利工程建设安

全及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基础 [2]。在法律法规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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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法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可以借鉴英、

美等国所颁布的水利工程建设体系，主要分为三层体

系，其中法律体系在最高层面上，较高的法律效应能

够确保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顺利实施 [3]。

此外，各地区还应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建设工程等

发展情况，制定符合当地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制

度，完善有关于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的各项法律法规，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能够顺利实施。

5.2 调整相关组织结构

随着我国各项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已明确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的责任归属于政府，政府在水利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4]。同时，

明确了水利工程整体建设中管理主体应是相应的水利

工程建设组织者。明确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要由专业团队进行监管。此外，要处理好政府、监

管者和被监管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监督管理体系能

够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水平，提高水利工程施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意识。

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要进行统一

领导，减少因决策、领导失误而产生的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问题。

5.3 加强制度执行及监管力度

政府应加强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的监管力度，深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 [5]。在

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前，要仔细核对水利工程建设相关

预算开支、设计图纸等内容，对水利工程建设单位所

上交的各项申请进行严格审查，核对开工报告及施工

资质是否真实。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政府部门要

对施工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对施工所用的建设材料质

量进行评估，责令建设单位出示相关国家检测报告，

确保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的建设材料符合国家标准。

同时，对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的各种机械设备进行检

测，核对施工单位是否按照预先所上交的设计图稿进

行建设。此外，要明确责任制度，在水利工程建设的

各个环节中设置相应的负责人，提高建设人员的责任

心。对重点审查项目要加以重视，例如：预算、开销、

材料质量、设计图纸等。要对重点项目进行反复审查，

确保水利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能

够在验收环节顺利通过。

5.4 重视建设管理中的质量安全问题

1.建立质量管理制度。首先，要转变水利工程建

设单位的整体观念，使之从追求单纯的经济效益向高

质量建设发展方向转变。建立质量管理制度，有利于

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材料的整体质量。其次，要建立健

全水利工程建设的原材料采购机制，可以为水利工程

建设单位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原材料供应商，保证原

材料质量。最后，要加强对原材料购买人员的培训制度，

增强其责任心，保证原材料采集时不会出现重大错误，

从而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奠定良好的根基。

2.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政府部门不仅要重视

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质量问题，还要重视相关的安全问

题。因此，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

方面，在水利工程建设实施前，要对水利工程建设人

员及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建设人员及监督管理人

员的整体安全意识。另一方面，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要加强对现场施工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施工现

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解决。责令水

利工程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佩戴安全帽，涉及高

空作业人员需要佩戴相应的安全绳等防护措施。此外，

要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对于不按照安全管理制度实

施建设的单位及个人进行处罚，对于情节较轻者，可

给予口头警告或通报批评的方式，对于情节严重者，

予以辞退处理。

只有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安全质量问题，

才能更好地完善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

系，确保水利工程能够正常运行。

6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虽已建立了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

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但仍存在着一定问题，要对其加

以重视，才能推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政府

部门要加大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监管力度，

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监督管理体系，不

断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确保水利工程建设

的工作效率，促进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朝着更安全、质

量更高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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