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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稳定发展背景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作为城市建设中关键组成环节,市政道路桥
梁工程直接影响城市交通,是群众关注的重点环节。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工程,其施工质量重要
性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研究中发现,在实际施工中部分施工单位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在施工中发生
偷工减料的情况,这种不规范的施工行为将直接影响市政道路桥梁的质量。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市
政道路桥梁工程施工问题,并针对当前施工问题提出合理控制方案,希望对后续施工项目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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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ble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s a key compon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directly affects
urban traffic and is a key link of public concern. A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urban development,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some
construction unit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situation of cut corners occurs in the
construction, this non-standard construction behavior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study the construction problem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control schemes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help to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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