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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对
居住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市政工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市政工程的质
量与安全性,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可靠的保障；要与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协调,仔细分析市政工程造
价成本上升的原因,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控制,进而促进我国市政工程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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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further improve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has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to provide reliable guarantee for people's life; To coordinate with people's growing demand,
carefully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rising cos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take targeted and feasible measures
to control them,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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