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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建筑施工企业也加强了对建筑工程的全面质
量管理。本文探讨了建筑工程全面质量管理的相关策略,希望对我国建筑施工企业提高施工质量及全面
管理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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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s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have also strengthened the overall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oping to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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