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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建筑建设规模和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广大群众也对建筑质量和建筑
的环保节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有关单位要更加重视建筑施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施工
管理方式,建立更加系统的施工管理体系,促进绿色建筑施工管理的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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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domestic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ntinue to achieve new leap forwar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s also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quality and buil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this reason, relevant uni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cess, timely adjust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establish a mor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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