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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城镇化建设更重视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建筑工程
的管理水平和施工质量是保障人民正常生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在新形势下,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施
工质量控制是建筑行业的核心工作。随着社会进步,建筑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增加了市场竞争力度。因
此,建筑企业需不断加强管理,对质量进行严格控制。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创新质量管理模式和施工技术,
完善和改良建筑工程管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体制,以提高建筑工程的管理和施工质量,最终实现建筑工程
项目的顺利展开,从而促进整个建筑行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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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the basis for ensuring the normal life of
the people an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socie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s the core 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increased. Therefor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In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mode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mprov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us promoting the
whol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obtain bet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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