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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为满足城市化的建筑需求,我国在不断的扩大建筑
工程的整体规模,而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对施工现场的管理是一个重要环节,需要相关领导分配专业
的负责人对项目施工进行严格的监管。进一步保证施工现场能够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进一步的加
快整体的施工进程,促使能够更加安全快速的完成整体的建筑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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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urbanization, our country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overall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is an important link, and
relevant leaders need to assign professional leaders to strictly supervis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o further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can be scientifically,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managed, further accelera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completion of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ject more safely and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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