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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变化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公路建设也开始走向高速发展的
阶段。因为,国家的经济需要发达的公路交通运输来承载,这就要求我国公路建设必须具备高质量、高标
准施工环境,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但是,越来越多的公路建设安全事故的发生给施工单位敲响
了警钟,由此,公路建设的质量与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就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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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lev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cities have changed
with each passing day. At the same time, highway construction has begun to move towards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country's economy needs developed highway transportation to carry it, it requires
that China's highway construction must have a high-quality and high-standard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the country'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However, more and more highway construction safety
accidents have sounded the alarm for the construction units, thu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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