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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经济不断的发展,科学技术也随之不断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人
们的需求,水利工程建设就要不断的增加,而目前水利工程基本上都是在软土地基中进行建设,施工质量
极易出现问题。因此,本文对软土地基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其有何处理技术。
[关键词] 水利工程建设中；软土地基；处理技术；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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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建筑工程管理模式也日益完善,但是工程管理模式依
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阻碍了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正确认识建筑工程管理中存在
问题,并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促进建筑工程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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