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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内建筑工程行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新高潮,企业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
得益于此,国内民众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工程管理是保证实际施工质量的关键,从内容上来说,
这同样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工作。面对全新的行业环境,只有推进房建工程管理模式的优化创
新,才能够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本文通过探析现代房建工程管理的模式创新,为今后的工程
建设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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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climax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s also increasing. Thanks to thi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domestic people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Project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terms of content, it is also a wide range and far-reaching work. In the face of a
new environment of industry, only by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can we occupy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pe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l innovation of modern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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