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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政工程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其涵盖面非常广,包括城市居民生活配套的各种基础设
施,例如：城市道路、地铁、地下管道、隧道、河道、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绿化和公
园建设等。市政工程的建设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施工企业正视施工现场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确保市政工程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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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the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It covers a wide range,
including various infrastructures for urban residents, such as urban roads, subways, underground pipelines,
tunnels, rivers, rail transit, sewage treatment, garbage treatment, urban greening and park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which require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face up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and solve them in
time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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