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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工程的发展,建筑工程复杂化程度加深,影响建筑工程的因素增多,建筑工程的进度控
制难度也随之加大。科学的进度控制与管理体系,利用现代管理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建筑工程施工进度,
确保工期内完成项目目标,对于促进我国建筑工程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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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Progres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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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ts complexity is deepeni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gress control difficulty are increasing. Scientific progres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project objective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whi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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