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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pplies th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optimizes the process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pecific opinions were giv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andard syste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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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的发展现状解析，分析了现行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将标准化管理机制运用到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优化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流程，从树立标准化管理理念、
构建系统的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体系、提升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标准执行监督4个方面给出
了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发展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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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水务工程概况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务是指城市化地区涉及水的一切事物，一般包括从水源、供
水、节水、排水到污水治理的所有范畴。水务工程项目建设，有利于水资源的统筹调度，能够更有效保护、
科学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保证水安全。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有利于强化工程管理，规范项目建设，
保证水务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防范项目风险，对工程项目建设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等进行预先识别，进而在实施过程中进行重点控制，从而有效预防项目风险；有利于保障人生安
全，杜绝事故隐患，实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职业安全健康，确保施工人员在项目中的安全与健康。

1.2. 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发展现状
近些年，我国水利标准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截止 2018 年 6 月，我国现行的水
利技术标准 857 项，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现行技术标准 460 项，覆盖了几乎不同水利工程的建设全过程；
标准实施稳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试点工作逐步在浙江、上海、深圳等地开展，开展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标准化培训，每年培训一万多人次，培养基层管理人员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的意识；
标准制定迈向国际，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成，中国工程走向世界，同时，水利工程标准也随之
修订，向国际标准看齐，使中国的水利工程的管理标准更通用化、国际化[1]。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构建科学的水务施工项目管理标准体系，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主管部门所
颁布的相关治水政策及规范，从而提高水务施工项目管理水平，降低水务工程发生事故的概率，增强水
务管理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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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水务管理领域涵盖广泛，各领域管理标准不一
在过去的管理体制上，与水有关的工作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即“九龙”治水，但随着水务一体
化的改革，水务工程将水利工程与一部分市政工程整合，在市级层面实行水务一体化的管理措施。目前
许多城市都设立了水务局统一管理城市内的涉水工程，然而目前我国水问题纷繁复杂、水务管理领域涵
盖范围广泛，各领域管理标准不一，上级负责部门不一，例如：水利工程执行水利标准，上级由水利部
门负责管辖，市政工程执行市政标准，上级由住建部门负责管辖，导致当前治水效率低下，严重违背了
国家的治水战略，也极大阻碍了水务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2.2. 水务标准跟不上新形势变化的要求[2]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治水，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国家对治水提出了新的要求，
《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水生
态文明，国家相关部门相继提出了“海绵城市”、“水十条”和“河长制”等新兴的治水战略方针，均
提出要切实加强水务工程管理，健全水务工程管理考核制度，严格管理考核，推进水务工程规范化、标
准化、精细化管理。然而现行水务工程标准中多为技术标准，只对水务工程建设的技术层面进行了指导，
没有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整合进行指导，缺乏对新形势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2.3. 建设过程中信息不互通，管理效率低下
随着水务工程的发展，对信息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信息化的运用能够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因各参建方信息不互通而导致的额外工作。但目前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信息化还处
在初级阶段，一方面是资金问题，由于投入资金较少，信息化程序研发不足，导致水务工程建设信息
化管理无法顺利开展[3]；另一方面是人员问题，一些年龄较大的水务工作折，存在守旧思想，不愿学
习新鲜事物，同时在岗的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信息化管理知识，导致水务工程建设信息化管理难以推
进。

2.4. 水务工程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质量管理缺少更新
质量是水务工程建设项目的“生命和灵魂”，项目质量的优劣不仅关乎到项目本身的成败，更加关
乎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务工程质量监督主要针对水务工程建设的施工阶段，而没有贯彻
到水务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中，忽视了工程项目决策和工程设计阶段的监督，在水务工程建设的前期[4]，
如果没有严格的质量监督工作，容易导致水务工程的质量缺乏保障，带来严重的质量安全隐患。同时，
质量监督质量管理标准繁多，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导致质量监督人员在进行质量监督工作时效率低下，
在具体的质量监督和管理的过程中流于形式，忽略检查制度的实用性。

2.5. 水务工程建设过程中安全监管机制不完善
安全监管涉及施工项目的全过程，能够规范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保障劳动者安全和施工项目顺利实施与安全运行。目前，从监管部门来看，基层监管机构不完善，缺乏专业
人员，专业化水品低，水务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人员经常是身兼数职，容易导致监管不到位；从施工单位来
看，一方面对水务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认识不够深刻，只是将检查工作、事故调查等作为工作的重点，而忽
略对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构建这一长期性的工作[5]；另一方面施工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仅是完成基本安全
措施的建立，对标准化管理响应程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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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化管理的作用机制分析
3.1. 标准化管理的概述
标准化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
条款活动”[6]。水务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水务工程项目的前期管理标准、法
人管理标准、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标准、质量管理标准、安全生产管理标准、进度管理标准、验收管理标
准、资金管理标准、档案管理标准、后评价管理标准等范围。内容之多范围之广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务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难度，且受到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与管理素质参差不齐的影响，水务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难以做到标准化、精细化，而这往往会对水务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一套系统的、健全的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流程对水务工程建设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能为培
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工程管理人才提供理论指导，也是减少水务工程事故、保障安全质量的有效途径。

3.2. 标准化管理在水务工程建设中的运用
本文将立足我国的水务工程建设项目，从当前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现状入手，针对前期管理、法人管
理、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进度管理、验收管理、资金管理、档案管理、后评
价管理等方面系统梳理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情况，客观分析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
产生原因，明确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以实现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
3.2.1. 探寻实现标准化管理的最优路径
我国各地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存在异质性，而无法直接参考其管理标准相关成果，因此，需要充分
梳理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现状，探寻实现标准化管理的最优路径，为全面高效地推行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标准化提供了条件，更好地满足水务工程建设管理要求。
3.2.2. 构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体系
在充分调研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了解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的变化情况以及管理
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先进的管理实践，从前期管理、法人、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监理、质量、安全生产、进度、验收、资金、档案和后评价等方面，构建适应我国水务未来发
展方向的管理标准体系。
3.2.3. 优化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流程
在构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体系的基础上，为了保证实施的顺利性，需要实时调整优化项目建设
管理流程，确保工程项目建设各环节的有效协调，实现水务工程建设的标准化管理，提高工程质量，杜
绝事故隐患，提高项目绩效。
标准化管理在水务工程建设中的运用，将会保证水务工程项目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规范水务
工程项目建设。通过对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方法的全过程各环节标准化管理，明确具体工作人员职责，全
面落实责任制，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及时防范项目风险，规范的安全管理对减少安全事故隐患、保证生
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图 1 是标准化管理在水务工程建设中的运用技术路线。

4. 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现状，分析了当前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深刻剖析
了问题产生的原因，随后分析了标准化在水务工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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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树立标准化管理理念
管理人员的素质对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标准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树立标准化的管理理念，是标
准化管理提升的首要条件，也是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化的前提基础。只有每一个管理人员树立标准化
的战略意识，才能在面对水务工程建设每一个细节上做到规范化，才能确保标准化管理落到实处。

Figure 1.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route
图 1. 标准化管理运用路线

4.2. 构建系统的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标准体系
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又复杂，各领域管理标准不一，且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先进
的管理方法不断被引入。一套系统的、先进的管理标准体系对水务工程建设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对
于这套标准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于当今水务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学习国内外管理水平先进的水务工
程经验，取长补短，构建一套适合我国水务未来发展方向的管理标准体系。

4.3. 提升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水平
信息化手段应用，是标准化管理提升的必要手段。一方面，随着国家提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
发展、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号召，且受到国际标准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标准不
断地在更替，为了及时更替旧的标准，提升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构建标准化管
理信息平台，可以做到标准执行实时监控、生产作业实时查看、关键指标实时预警，充分发挥标准化与
信息化的双重叠加效应，实现水务工程全面标准化管理。

4.4. 加强标准执行监督
一套先进的、系统的标准化管理流程被构建以后，只有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才能充分发挥标准化管
理给水务工程带来的效益。水务工程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往往受益民众较多，涉及区域范围较广，
安全与质量的建设管理更是整个工程管理的核心。在先进的标准化体系指引下，应加强安全、质量各方
面的标准执行监督，及时纠正偏差，规范工程建设程序，全面落实标准化，杜绝安全与质量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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