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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强化房屋建筑工程的技术管理工作,成为了
促进我国建筑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本文将针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技术管理工作进行阐
述,科学分析房屋建筑工程技术管理的问题,从而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方案,供建筑工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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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economy
level,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and mea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ally analyze the problem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ical management, so as to put forward a targeted optimization plan for
the refere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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