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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工程管理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预示着工程监理服务空间
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近期,在工程项目管理的新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引发了行业内
对监理企业如何发展的思考。本文对目前的监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总结划分出监理企业存在单一型和
多元化两类发展战略,并对这两类发展战略选择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在清晰明确发展目标的基础下,工
程监理企业经营竞争战略同样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实现工程监理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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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监理企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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