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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问题是所有工程建设施工当中都必须要十分重视的问题,交通工程施工同样如此,而想要
搞好安全工作,就必须要先搞好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应通过合理的策略来提升道路施工水平。一般状况下,
开展道路施工建设工作时均是道路交通仍在正常运行的期间进行的,所以其的难度也就相对较大,为此
市政府部门更需要用有利的策略以及科学的管理来高效展开道路施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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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市政道路发展趋于立体化,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市政道路
桥梁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工期短、施工场地狭小、工程复杂、夜间施工等特点。随之而来便出现
一些施工质量问题,通过收集、分析这些问题,多数属于施工质量通病。由于市政道路桥梁工程项目投
资大,这些质量通病对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影响极大。因此,做好市政道路桥梁施工质量通病的预处理很
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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