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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中大量道路桥梁也在建设当中。路桥建设能够加强各个地
方之间的联系,促进各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路桥建设当中要十分注重工程的质量,必须做好路桥建
设工程质量以及进度管理工作,从而促进区域发展以及确保人们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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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quality and progress management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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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can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arious places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laces. Therefore,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we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and schedule management, so a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sure people's saf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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