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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工程监理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分析
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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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房建工
程项目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房建工程监理工作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一定程度上为房建工程质量监督以及进度控制
提供了管理途径，但当下我国房建工程监理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主要阐述了房建工程现状以及监理工作的
重要作用，并探析了房建工程监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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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been accelerating. Under this backgrou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supervis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It provides management methods for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progress
control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problemsthe in supervision of China’s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status quo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upervision work,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upervis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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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对房建工程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房建工程得到了
迅速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为了加强房建工程质量监督，进一步控制房建工程进度，
社会各界越来越注重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开展。但现阶段
我国房建工程监理仍存在着监管不到位以及监理人员素质
低下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房建工程的发展。因
此如何加强房建工程监理工作成为当下我国房建工程开展
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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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工程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我国房建工程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需求
以及社会受众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房建工程行业的发展速
度进一步加快。就社会建设方面而言，房建工程项目的开
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土地利用率，缓解了我国土地资
源压力，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出发，房建工程项目的迅
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
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房建工
程项目的总体水平较高，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
国房建工程质量以及建设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但当前
由于房建工程监理缺失、技术规范化水平低下以及资源浪
费严重等问题导致我国房建工程项目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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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重要作用

房建工程项目主要包括设计环节、施工环节以及验收
环节三方面，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三方
面。
2.1 设计环节
房建工程的设计环节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综合
考虑建筑工程周边环境、工程成本以及房建工程的利润，在
此基础上借助科学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技术等来保证房间
设计的有效性，但现阶段我国房建工程项目在建设中由于
缺乏相关监理标准，导致设计人员在勘察、设计以及成本
控制环节无法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得设计环节的的工作质
量以及效率低下，最终影响了房建工程项目的开展与建设。
因此，当前房建工程在设计环节加强监理工作，一定程度
上能提升房建工程设计环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确保
房建工程设计环节工作的有效开展与落实。
2.2 施工环节
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住宅建
筑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保障工期房建施工单位通常会采
用交叉施工以及多项目协调施工来实现这一目标。但部分
施工单位为缩减工期或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为提升自身的利
益采用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施工成本，例如在原材料方面选
择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建筑材料，缩减施工人数，私自增
加工程量、缩短工期等，这一系列操作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工人的工作量，同时也使房建工程质量无法满足业主需求，
在引进监理工作后，通过其监督与管理，有利于保证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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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合理运行，减少施工单位的以权谋私行为，从而提高
房建工程质量，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的住房建筑。
2.3 验收环节
作为房建工程的最后环节，验收环节是十分重要的环
节，高标准的验收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房建工程的质量和
水平，但现阶段在我国房建工程验收环节，部分验收人员
由于自身专业素质低下或者受施工单位的利益诱惑等导致
其在验收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有效作用，使得验收
结果缺乏真实性，在开展监理工作后，通过监理的监督与
验收，有利于确保房建项目的验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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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工程监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完善的监理机制
现阶段我国监理工作在开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完善的
监理制度和监理标准，使得工作人员在监理过程中无法依
据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导致我国房建工程监理水平
低下，同时监理制度的缺乏使得监理活动易受工作人员主
观因素以及他人的干扰，无法有效保障监理工作的真实性
与规范化，阻碍了监理工作的正常开展。此外，监理标准
的缺乏容易导致监理人员无法对工程进行考量，施工单位
为一己私利搪塞监理人员，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监理工作的
准确性与真实性。
3.2 监理人员专业素质低下
监理人员作为监理工作的执行者，其自身的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监理活动的水平，但当前我
国房建工程的监理人员多来自于房建工程企业内部，专业
的监理知识以及监理技能的缺乏导致其在工作中无法有效
解决建设问题，使监理活动存在较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监理工作的开展。
3.3 监理单位缺乏管理
房建工程监理过程中，部分监理单位为了提升自身的
利益，往往会降低预算条件，注重利益增长，忽视监督工作，
导致房建工程监理流于形式化。房建工程建设过程中，设
计环节监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工程从源头把握建筑质量，
因此这一环节的监理工作远重于施工环节，但监理单位在
建立过程中，由于缺乏工作构建与规划，导致其过于注重
施工环节监理工作的开展，忽略了设计与验收环节的监理，
使得房建工程监理过程中问题频出，影响了我国房建工程
质量。

4 房建工程监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健全房建工程监理体系
要提升房建工程项目的质量，我国房建工程监理就要
建立健全的工程监理体系，以市场公信力为主要内容，依
据房建工程的技术、受众对工程监理的要求和当前房建工
程规范化文件等完善工程监理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
断发展，我国各企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当前国际市场竞
争中，信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
国内监理企业要提升发展空间，就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
极走国际化道路，并提升自身的监理公信力，进一步确保

房建工程项目监理活动的有效性与准确性，从而保障我国
房建工程项目的质量与水平，最终提升房建监理单位的市
场竞争力，推动企业的迅速发展。因此，房建工程行业要
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就要建立健全的以市场公信力为核
心的工程监理体系。
4.2 工程监理的规范化管理
健全的工程监理标准和工程监理制度一定程度上能保
障监理工作的质量，当下要提升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质量，
就要完善工程监理标准与制度，为其规范化管理提供制度
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应将工程监理的规范化管理贯
穿于整个房建项目环节，通过统一的高标准要求全方位提
升房建工程项目的监理质量。现阶段要实现工程监理的规
范化管理，业主、施工单位以及三方监理就要密切沟通，并
提升监理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监督力度，在遇到业主方与
施工方存在意见分歧或者对监理工作有不同建议时，监理
人员要及时沟通协调双方意见，从而实现双方的统一要求，
最终提升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质量以及监管水平。
4.3 提升监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监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职业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现阶段要提高工程监理
质量，就要不断提升监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例
如，监理单位定期组织监理人员参与专业培训，包括监理
理论知识培训和技能培训。其中理论知识培训应包含法
律、管理、经济以及监理知识培训等，使监理人员正确认识
监理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升自身的专业监理能力。同时单
位要注重监理人员工作经验的积累，房建工程由于环节较
多其涉及的内容也相对较多，要提升房建工程质量，施工
单位就要运用先进设计方案、施工技术等来建设工程，在
这一过程中，监理人员要明确各环节工程监理责任与任务，
通过有效监理确保工程建筑质量。此外，监理单位还要注
重监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在工作人员就职初期进行职业道
德教育，并加强对监理人员的监督与考核，避免监理人员
以权谋私现象发生，从而提升房建工程监理工作的质量与
水平，维护社会大众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背景下房建工程行业迎来了迅速
发展的机遇，与其相关的房建工程监理也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重视。现阶段我国房建工程项目监理过程中，由于监理
人员素质低下、工程监理机制缺乏等导致监理工作质量低
下，对此，房建工程监理行业要建立健全的房建工程监理
体系，加强工程监理的规范化管理，提升监理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最终推动房建工程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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