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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跨越式增长,工程行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部分工程负责人为了追赶工程进度,缺

少施工管理环节,造成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下降,无法正常投入使用。基于此,本文就对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措施进
行探究,以期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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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施工管理是保证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质

存在质量监督体制缺乏问题：一方面,相关单位现有的质量

量的基础,不仅关系着道路桥梁的施工进度,还影响着施工

监督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有限, 在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

成本 。因此,加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至关重

监督管理力度弱。另一方面,道路桥梁工程质量监督体制中

要。本文就对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的特点进行阐述,

缺乏完善的监督政策和监督条例,在此种情况下,无法对道

并提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的具体对策, 以期保证

路桥梁工程施工单位起到警示作用, 增加建筑施工人员出

道路桥梁施工质量。

现“腐败”的几率,制约道路桥梁工程快速发展。

[1]

1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的特点分析

2.2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成本控制存在问题

1.1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具有复杂性特点

在市政工程道路桥梁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施工中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道路桥梁工程涉及的内

所使用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都呈现上涨趋势,此种情况下,

容更加全面,不仅包含路面路基施工,还包含排水、涵洞、附

经常会产生资源浪费问题,增加施工成本。通常情况下,市政

属设施等多项施工, 使得施工管理工作呈现出复杂性特点

工程道路桥梁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2]

。与此同时,目前城市不断向外扩建,多项新建工程营运而

面：一方面,由于道路桥梁工程数量增多,使得工程中出现施

生,此种情况下,经常发生工程施工冲突,增加道路桥梁施工

工人员“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此种情况下,部分工程负责人

管理难度。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在施工中就会使用农民工施工团

1.2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具有不确定性特点

队,这部分人员受教育有限,节约意识差,在施工中经常会浪

由于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周期长,工序复杂,在施工

费大量施工材料[5]。另一方面,部分工程负责人没有对施工

中经常会出现跨季节情况,呈现出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

人员合理分配岗位, 使得部分人才不能发挥出应有作用,人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道路桥梁工程规模

才浪费严重,增加道路桥梁施工成本。

大,施工环节多,在管理中经常会涉及多个部门,产生管理重

3 提高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的具体对策分析

叠或管理交叉的情况,降低施工管理质量 。另一方面,道路

3.1 加强道路桥梁工程施工前交底工作管理

桥梁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工程变更的问题, 影响道路

交底工作是每一个工程的重要环节,因此,管理人员要

[3]

施工进度,呈现出不确定性。

想保证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 就需要加强工程前期交底

1.3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具有差异性特点

工作的管理,安排施工单位和开发商见面,让施工单位可以

现阶段,各地区都展开了市政道路桥梁建设工作,不同

全面了解施工流程、施工要求,做好技术交底工作[6]。另外,施

地区对道路桥梁有着不同的需求, 所以在道路桥梁施工中

工单位还需要对道路桥梁工程的变更情况进行设计, 一旦

所使用的施工技术、施工材料、施工机械设备等内容都存在

施工过程中遇到变更情况,可以及时解决,保证道路桥梁工

不同,在此种情况下,市政道路桥梁所能承受的重力也不同,

程顺利进行。

从而体现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的差异性特点,增
加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难度。

3.2 加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人员管理工作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道路桥梁工程发展

2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迅猛, 但是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道路桥梁工程施

2.1 市政工程道路桥梁质量监督体制存在问题

工人员技术低的问题, 出现此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此在

随着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 道路桥梁工程数量逐渐增

道路桥梁工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对施工人员的需求量也逐

多,对工程项目划分越来越细致化,工程施工中环环相扣,一

渐增大,造成施工人员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

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工程质量,增加道路桥

相关单位就会使用一些施工技巧不成熟的农民工队伍,从

梁工程管理难度 。而我国道路桥梁工程在展开管理工作时,

而造成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质量严重下降。因此,市政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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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道路桥梁施工企业要想实现快速发展, 就需要加强市政

工要求,制定完善的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标准,让现场施

工程道路桥梁施工人员管理工作：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对

工人员按照施工标准进行作业, 让管理人员按照施工质量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人员的专业知识进行培训, 加强道市政

管理制度对作业现场进行管理, 从而保证道路桥梁工程施

工程路桥梁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 提高施工人员的施工技

工质量。

术水平,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质量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另

3.4.2 在道路桥梁施工质量管理制度中需要严格落实

一方面, 相关单位需要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人员设置严格

责任制, 对道路桥梁工程的所有工作人员的责任进行落实,

的绩效考核制度, 对每一位施工人员的责任进行严格划分,

避免道路桥梁质量出现问题找不到负责人的情况, 提高道

将施工人员的工资与绩效相结合, 让施工人员重视施工质

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

量管理工作,提高施工人员的责任心,让其在市政工程道路

3.4.3 在施工质量管理制度中需要对施工进度进行严

桥梁施工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从而提高市政工程道路桥

格控制,对施工进度进行准确预测,对每一天的施工任务进

梁施工质量。

行规定,保证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要求,推动道路桥

3.3 加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所需材料管理工作
现阶段, 在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中最常见的问题就

梁工程实现快速发展。
4 结语

是施工材料质量不合格, 产生此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

总而言之, 在市政工程道路桥梁工程迅速发展的背景

对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材料管理工作不重视, 在对材料进行

下,对施工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施工管理工作呈

管理过程中不认真,且缺乏完善的材料管理制度,从而导致

现出复杂化,增加了施工管理工作的难度。针对此种情况,相

材料管理工作质量严重下降。面对此种情况,市政工程道路

关人员要想保证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管理工作质量,就

桥梁企业就需要加强市政工程道路桥梁施工所需材料的管

需要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从施工材料、施工技术、

理工作,具体如下：

施工人员等方面入手, 从而保证道路桥梁工程顺利进行,提

3.3.1 相关单位需要对建筑材料的入库、出库进行及时

高施工质量。

检查,并保证入库建筑施工材料的质量符合要求,具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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