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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政工程属于大型项目,建筑周期很长,复杂度很高。项目管理属于完整的整体,建设阶段不同,
工作关键和内容方面也不同。根据地方政府工程建设的不同性质,包括工程技术管理、财务计划管理、
材料设备管理及安全管理。但是,在整个市政工程管理中,工程建设技术管理是相对核心的部分。为此,
下文将市政工程施工难点及各阶段管理措施展开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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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a large-scale project with long construction cycle and high complexity.
Project management belongs to a complete whole, the key work and content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tages. The na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different, includ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financial planning management, material and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safety management. However, in the whole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a relatively core par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various stages of management measures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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