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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是社会支柱产业,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提升建筑工程质量,能维护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建筑工程管理阶段,改进建设项目,分析政策条件并建
立工程管理体系,明确工程全寿命管理各方面的要求,提升项目工程质量。建筑工程负责人以及管理者,
要关注建筑工程实际情况,围绕前期管理、安全管理、施工管理、环境管理、财务管理等各个方面,控制
项目建设经济投入,维护企业经济利益,并提升建筑物的社会效益。针对建筑工程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要
求,笔者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情况,探索优化方案,以期能够给从业人员带来积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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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 pillar industry of the society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l life of the
peop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safeguard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tage,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alyze the policy conditions and establish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of al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life-cycl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project quality. Project
leaders and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trol the economic
input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safeguard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buildings around the aspects of early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bring positive reference to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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