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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政工程一般是属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指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公共交通设施、给水、排水、燃
气、城市防洪、环境卫生及照明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其质量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将对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存
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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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generall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ies, water supply, drainage, gas, urban flood
control,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and light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It is the essential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urb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c condition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qu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Key words]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1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重
要性

1.2有利于加快工程施工的进程。在

进行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施工

进行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施工进

过程的管理,可以更好地强化市政工程

1.1有利于促进工程质量的提升。在

行监督管理,可以更好地加快市政工程施

施工合同的管理效果,保证市政工程施

市政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市政工

工的进程,保证施工的顺利完成。对于任

工的顺利完成。对于市政工程来说,施工

程施工管理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市政

何工程来说,施工进程和整体的施工效率

合同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整

工程施工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施工的管理

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对于提升工程的质

体的市政工程施工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

和监督,可以更好地促进市政工程施工质

量和效果,提升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都有

影响。在进行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必然

量的提升。市政工程施工的质量是建设施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市政工程来说也

要签订很多施工合同,管理人员要围绕

工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只有保证了市政施

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在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合同开展各项方案的设计,对施工图纸、

工的整体质量,才能更好地保障市政工程

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快施工进程,提高施

施工内容以及相关的会议进行管理和监

的最终结果和水平,更好地提升市政工程

工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工程的经济

督,积极地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对施工合

施工的效果,促进市政工程长远的发展和

效益,降低工程施工成本,促进工程施工

同以及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更

提升。而对市政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管

效果的提升。在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

好地保证市政工程施工的质量和安全,

理,可以确保施工方案计划的正确性,促

管理工作,可以将工程中各项工作进行有

以保证市政工程施工整体水平的提升。

进施工单位与管理单位之间关系的协调,

效地协调,提升各项施工环节之间的工作

保证市政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并在施

效率,缩短施工的时间,缓解各个施工环

2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存在
的问题

工中及时的发现各种施工问题和隐患,

节的问题和矛盾,更好地提升市政施工的

2.1对于工程质量和安全意识较差。

从而进行有效地补救和优化,使市政工

进度,促进整体施工效率的提升。

程施工水平地得到有效地提升。

1.3有利于强化施工合同的管理。在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在现代化市政工程的整体施工建设工程
中,施工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因素。只
67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有保证施工达到质量要求,才可以确保后

得相关管理人人员能够积极做工作,致力

的整体施工在计划范围之内,从而保证整

期运行的稳定和安全。然而很多的施工企

于管理人员都能够完成分配的管理目标

体市政工程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业为了加快工程的施工进度,在施工的过

以及人物。保证每一位管理人员都能做到

3.5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做到职责

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尤其是

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去进行进行管理工

的细化。进行市政项目现场安全管理工

施工机械和施工材料的使用以及施工人

作,比较每一个管理的细节,确保管理工

作是施工管理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市

员安全设施的佩戴等,都会造成安全隐患

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具有可行性。

政项目的施工安全,就需要树立正确的

问题的发生。这些情况的存在会给施工人

3.2增强工程质量管理意识。首先,

安全管理理念以及规范的管理流程。作

员的生命安全以及施工企业的经济带来

只有施工人员真正具备了市政工程质量

为施工企业需要在施工之前做好基础交

严重的损失,过度的追求工程施工进度,

管理意识才会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有效运

底工作,明确技术具体应用的要点,防止

忽视了施工质量,导致对市政工程的整体

用质量管理的意识来进行材料质量选择,

安全问题的发生,保证企业严格的按照

运行带来严重的影响。一个施工队伍在施

以及严格遵守施工进度之后精益求精的

施工标准与规范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结

工中,如果采用的施工材料无法达到设计

进行监督管理工作。所以不论是监管人员

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要求,势必会引发相应的质量问题。

或者是施工人员都要具备相应的施工管

采取动态管理的方式对生产施工过程中

2.2现场管理机制的缺失。为了保证

理意识。在于监管人员要加强自身素养的

的安全风险进行合理地识别评价控制,

市政工程的整体施工水平,就需要提高市

同时更要做到以身作则的效果,这样才能

从而严格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政工程的全面管理以及施工技术的控制。

对市政工程质量管理才能有所保障。其次,

然而实际的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

对于施工人员也要进行一定质量管理意

在市政工程的施工中为了保证工程的施工

与行业的发展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整

识的普及,以此来保证施工人员能够在

质量与安全就需要做好相关施工材料的管

体而言,由于市政工程的管理人员及专业

进行市政工程施工时认真、有序。在进

理。市政工程的施工建设中,材料会起到决

水平不高以及施工企业对于现场管理的

行员工培训时要定时定期举行,也要通

定性的质量控制影响。施工企业需要在施

重视程度不够,都会导致整个施工现场出

过一定的理论知识向工作人员普及以及

工现场严格的把控施工材料。首先,需要确

现相应的问题。另外,对于施工现场管理

对员工展示讲解特别个案,以此达到时

保材料的使用性能以及供应合理,材料的

制度的缺失也会造成施工中也会引发相

刻警醒工作人员要把质量管理意识放在

使用性能需要满足设计与施工标准的要求,

应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在施工现场出现

首位,这样才能实现长抓不衰的现象。

从而确保施工的效果。另外,还要确保足够

3.6提高对施工中材料的科学管理。

工作人员责任不明确以及现场混乱的问

3.3改进相应的管理制度。市政工程管

的施工材料供应,为市政工程的顺利施工

题,从而对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造成影

理项目在进行施工前,应对市政管理项目

奠定基础。在进行施工材料选择的时候,

响,不利于施政工程的全面健康发展。

做完整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条例,把规章制

要保证材料的生产企业具有合格证、信誉

度当做名言警句来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单位,

好等优势,这样能够保证材料的使用性能。

2.3施工管理方法老化。结合当前我
国市政工程施工建设实际情况可以发现,

首先,对于不遵守市政工程管理条例的人

4 结束语

其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与施工管理之间会

员实施相应的惩罚来加强市政管理条例的

市政工程的施工建设会影响到整个

存在一定的不符合性。很多的施工企业采

威严,以此来保证每个管理组都可以完成

城市的稳定发展,而施工工程中现场的

取的还是传统的施工方案和施工管理方法,

任务。建设一个较为完 整的政府监管制度

管理水平则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稳定发

从而导致施工计划出现问题,引发相应的

有利于加强管理人员对工程施工的有效管

展。各个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对市政现场

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另外,在施工中所

理,以此来提升市政工程管理的高效建设。

管理的重视,提高施工现场的管理力度

产生的一些突发情况,也会导致整个工程

3.4合理地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市

和水平,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还要结合

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一些施工企

政工程施工的过程中进行进度管理控制,

现场的具体情况,对于相关的质量、安

业由于专业水平受限主要依赖于自身的施

也可以采取现代化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

全、进度等采取合理的控制措施,确保整

工经验,从而导致一些不良问题的发生。

提高对相关进度数据以及进度情况的掌

个市政工程能够得到顺利稳定的实施。

3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有
效措施

握,这样方便管理人员采取相应的管理措
施,提高整体的进度管理水平。例如,BIM

[1]徐尧.市政工程施工中管理措施

3.1切实提升管理人员的水平。提高

术的应用可以通过BIM技术建立相应的数

探讨[J].绿色环保建材,2021(3):137-138.

管理人员自身素质,针对于一些专业能力

据平台,并且对工程的施工进度进行模型

[2]张志辉.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环保

不足的管理人员实行培训计划。对其进行

建设。利用对空间模型和进度时间的集成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管理人员对市政工程

分析,从而了解工程的具体施工情况,然

[3]刘财旺.关于加强市政工程施工

项目管理的重视,并且了解自身工作的重

后进行可视化的观察。管理人员能够提高

现场管理措施的探讨[J].工程建设与设

要性,对管理了人员进行鼓励与告诫,使

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管理水平,保证工程

计,2021(04):261-262.

68

[参考文献]

型施工措施的应用[J].砖瓦,2021(3):13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