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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交通的日益发达,市政的道路与桥梁工程建设也发展壮大,在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施
工人员不仅要保证道路的安全性,还应注意道路的耐久性及适用性,才能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需求。所以
对市政的道路与桥梁施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市政的道路工程施工技术和质量控制进行了
分析,从而提出了市政的道路施工技术及质量可行性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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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ffic,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lso growing. In the process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hould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road,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ur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road,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quality ar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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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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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n Each
Stage
Chunyan Wang
Guil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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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municipal engineering; each stag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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