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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管理是一项具有很强综合性的工作,涵盖了质量、成本、安全、进度等具体的管理内容。
而且由于每个方面都牵扯到很多具体的因素,导致管理工作很复杂。传统的管理手段,已经逐渐脱节,难
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对管理方法展开创新,构建起全新的工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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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management is a highly comprehensive job, covering specific management content such as
quality, cost, safety, and schedule. And because each aspect involves many specific factors, the management
work is very complicate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out of touch,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build a
brand-new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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