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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南部县二次供
水管理工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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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南部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二次供水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在此
基础上,就问题的解决对策予以了针对性的说明,希望本文的论述可以为同类工程研究提供一些意见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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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筑行业的逐渐进步,使我国在建筑工程上的项目活动逐渐变多,规
模也日益庞大,同时国家以及人们对于建筑的要求以及建筑工程内部的管理也有了新的要求。目前,国家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环节十分关注,不仅需要项目质量达到竣工验收标准,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工程
造价,这是建筑工程中所关注的。
[关键词] 建筑工程；工程造价；应用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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