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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加强为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发展契机,建筑行业的规模以及发展速度获得了空前的扩展以及提升。建筑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其安全问题变得愈发重要。本文立足于当下建筑行业安全问题的管理现状,
对造成现阶段建筑行业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探讨,然后针对如何在建筑施工中
加强对于安全事故发生的预警管理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可以为业内的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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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strength have provided a stro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scale and development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ve been
unprecedentedly expanded and promoted.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its safety issu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safet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simp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ain causes of safety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early warning management of
safety accidents i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aff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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