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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推动了城镇的建设发展,而城市的建设发展少不了各种
基础设施,这就使得市政工程的建设需求急剧增加。不过,市政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导致其自身的建设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面对这种情况,相关施工单位就需要加大对市政工程
建设过程的管控力度,而且要明确市政工程的重要建设环节,以此确定施工管理要点,与此同时,还要构建
更加完善的市政工程建设管理体系,使得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并发挥出实际效用。
[关键词] 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管理；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TL372+.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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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have been greatly promoted. However, all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which makes the demand for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crease sharply. However,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t
will b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leads to its own construction quality not being effectively guaranteed.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 unit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ve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make clear the important construction link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so
as to determine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for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o as to make the management work more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and bring into play its practical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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