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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几年来建筑工程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工程质量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由于涉及的项目较多,粗犷式的施工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基本需求了,精细化管理在
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将对精细化管理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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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roject quality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public concern.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plenty of projects involved, the rough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an no longer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sed on this, the paper will study the role of fine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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