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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形势不断发展,市政工程项目的数量有了飞速的增加,人们对于市政工程施工管
理工作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市政工程项目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了给人们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市政工程项目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安全管理与质量控制。基于此,
下文将对其展开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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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ituation, the number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also gradually improving. There i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nicipal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eople's daily life. 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he municipal engineering project
must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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