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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市政工程也在不断地增加,所以,这就要求广大相关工作者
积极创新施工管理模式,完善施工管理的体制机制,基于此,本文对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优化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市政工程；施工管理；质量
中图分类号：TD87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Problem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Saihua Tang
Guil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ety, China’s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increasing, so it requires the majority of relevant workers to actively innovate the mod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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