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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新的面貌,交通运输业作为推动
其他行业发展的基础性行业,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提升。公路桥梁施工是交通运输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技术及质量控制水平关系到了交通运输的安全性,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因此必须要引起足够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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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our country is in the important stage of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walks of life have
taken on a new look,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s the basic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the technical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its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level has a bearing on the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 so it must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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