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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城市化建设速度日渐加快,促使城市中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的建设数量明显增加,健全和
完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控制好各种影响市政工程的因素,更好地提高对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水平和效果。
基于此,本文对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市政工程各阶段施工管理的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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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n Each Stage
Bin Cao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in the cit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e should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ntrol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improve the level and
effec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 measure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eac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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