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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设项目的数量与日俱增,促进了建设行业的发展,给项目管理带来了严峻的
课题。为了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部门必须按照绿色施工方法,加强管理水平的创新,促进绿色
施工工程的稳定发展。首先,介绍管理创新和绿色施工管理的概述,提出一些有效的对策来加强管理创新
和绿色施工管理,为提高我国建设工程的建设管理水平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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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brings serious problems to projec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level according to the green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pus forward the overview
and 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gre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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