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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工程造价控制在建筑工程中的功能,探讨了影响工程造价水平的主要因素,提供了工程
方案设计、工程施工过程、提升施工与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等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为更好地调控
各类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有效降低工程造价,作出了过程性、重点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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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建筑质量对建筑物品质有最直接的影响。建筑施工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
容就是钢筋项目,它是影响建筑物品质好坏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钢筋技术中专业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
经验相结合,从材料、制作、安装技术等步骤深度剖析了钢筋技术在建筑施工中的控制要点,充分展现了
建筑施工中钢筋技术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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