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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投标和招标过程当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合同管理,其中合同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涉及事项
条款的谈判以及协商、根据相关洽谈结果进行合同的制定、最后相关方签署合同,它是作为工程项目企
业与相关单位根据所既定的招标需求进行制定并且在签署之后及时生效的文件,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合
同条款可以有效的约束双方在工程项目中整体的运作以及管理的每个步骤行为,合理的管理合同对项
目工程的有效实施有着推动作用,让工程项目可以循序渐进的开展,目前我国在合同管理中有着很大的
不足,这就需要管理者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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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Xinlong Dong
Jiangsu Hengta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idding and tendering, the core content is contract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contrac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pecific items involve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negotiation results, and the final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It is the documents that are formulated by the project enterprise and the relevant units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ed bidding requirements and come into force in time after signing, which have legal effect. Contract
terms can effectively restrict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both parties in the project and the management of each step.
Reasonable management of the contract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so that the project can be carried out step by step. At present, there are great deficiencies in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in China, which requires managers to us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s to solv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idding; contra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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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也在增加。其中,市政道路桥梁事业是市政
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在建设现场容易受到各类病害的影响,不能保证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质量,不仅影
响安全旅游,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建设市政道路桥梁时,为了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市政道路桥梁的建设质量,必须采用有效的施工处理技术。本文分析了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
施工特性、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主要病害及其施工处理技术,以构建高品质的市政道路桥梁工程为目标,
确保城市建设可持续稳定的开发。
[关键词] 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施工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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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mmon diseases and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Zhaoming Yin
Guil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 Ltd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urb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lso increasing. Among them, the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busin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vulnerable to various disease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It can not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safety of tourism, but
also has a certain advers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nomy.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roads and bridg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safety hazards and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s and bridges, effectiv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must be adop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the main disease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nd its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build high-quality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s the goal,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project; Common diseases;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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