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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公路工程建设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
提升,但是在施工安全管理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亟需加快构建完善的安全管理
体系。对此,本文首先对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方法进行
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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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especially the technical level of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it is urgent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causes of safety accidents in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analyzed firstly, and the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in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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