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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我国建筑工程技术发展迅猛,建筑建筑工程项目的竞争力也比较大,如果想提高经
济效益,要做好建筑工程技术生产成本联动管控工作,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实现对建筑工作的进度缩短、
资源节约,以下为简析建筑工程技术生产成本联动管控的必要性以及对其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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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is also relatively large. If you want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linkage control of production cos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o shorten the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work and save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linkage control of production cos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the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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