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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均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柱型产业。目前,在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为此,就有必要对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招投标
管理现状加以分析了解,并结合现今发展形势和要求,提出合理的改善措施和方案,以推动工程作业的顺
利进行,满足总体发展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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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Bidding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Projects
Bin Cao
[Abstract]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 are both pillar industries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bidding work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idding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projects,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plan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operation and
meet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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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高招投标工作的透明性、公
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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